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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 ( 000876) 

 

—— 利用互联网技术重构农业产业链。重申买入评级，

目标价 30 元！ 
 

报告原因： 上市公司调研 

 

买入  投资要点：公司发展的核心思路是利用自身在饲料领域积累的规模优势和产品力，以互联

网为工具，以重塑农牧业生产、消费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扩大业务规模并大幅提升盈利

能力。在养殖端，与和创科技合作开发交互式服务平台（农牧业的“滴滴打车”，企业和

农户供需互动）；在消费端，利用生物和移动互联技术，从育种到养殖（监控）到流通环

节全程把关，打造中国优质肉制品品牌，实现产品溢价，最终成为全球优质肉类蛋白第一

大供应商。后续催化剂较多，重申买入评级，预计 15-17 年净利润 35.0/43.2/48.7 亿元，

其中，农牧及农村金融板块净利润至少分别为 13.0/18.2/23.9 亿元，EPS 1.68/2.00/2.38

元（维持原盈利预测，其中农牧及农村金融板块业绩对应 EPS 0.62/0.87/1.14 元，其余为

民生银行投资）。维持“买入”评级！一期目标价格 30 元！ 

 调研感悟：都说船大难掉头，面对互联网的冲击，新希望主动变革，有人说“船大难掉头”，

但新希望却利用了规模的优势，利用互联网工具，黏合产业上下游关系，整合供应链，重

塑价值链。这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掌握农户的真实需求，如何掌握？那就是通过互联

网技术，将合作农户的生产、经营各类数据在线上平台上“信息化”，通过信息的分析，

使公司及合作伙伴能更精准的把握农户的各类需求（C2B)，产生“默契”（类似滴滴打车）。

在养殖端，公司不仅能更好的做技术服务，推广饲料，更可以通过建立农户资信体系，在

金融业务上实现突破。在消费端，结合生物育种等技术，通过养殖端的数据收集，尤其是

猪场监控，建立肉制品全程追溯系统和健康养殖系统，真正做到产品的安全可靠，打造健

康肉食品牌，并复制养殖端的互动模式，为餐饮业提供定制化的肉制品，实现终端产品溢

价，大幅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对于公司的业务体量，净利润率提升即便 2-3 个百分点，

对业绩的贡献都是巨大的。 

维持 
 

市场数据： 2015 年 05 月 12 日 

收盘价（元） 22.41 

一年内最高/最低（元） 24.91/11.09 
上证指数/深证成指 4401.22/1506

6.29 市净率 2.6 

息率（分红/股价）   - 
 

流通 A 股市值（百万元） 38731 

注：“息率”以最近一年已公布分红计算 

 

 

基础数据:           2015 年 03 月 31 日 

每股净资产（元） 8.7 
资产负债率% 33.11 
总股本/流通 A 股(百万) 2084/1728 
流通 B 股/H 股（百万） -/- 

 

一年内股价与大盘对比走势： 

 
   

相关研究 

《新希望( 000876)—— 15 年基本面

拐点与触网战略殷实双重利好叠加，维

持买入评级！》 2015/04/30 

《新希望( 000876)—— 云农场构架清

晰为农业金融铺平道路，维持“买入”

评级！第一目标价 30 元！》 2015/04/2 

证券分析师 
宫衍海 A0230513040003 

gongyh@swsresearch.com 
赵金厚 A0230511040007  
zhaojh@swsresearch.com 
研究支持 
龚毓幸  
gongyx@swsresearch.com 

联系人 
龚毓幸 
(8621)23297405 

gongyx@swsresearch.com 
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99 号 
电话：（8621）23297818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隶属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http://www.swsresearch.com 

财务数据及盈利预测 

 2013   2014       2015E 2016E 2017E 

营业收入（百万元） 69,395 70,012 82,461  99,007  119,007  

同比增长率（%） -5.25                0.89                 17.8 20.1 20.2 

净利润（百万元） 1,899 2,020 3,503 4,320 4,870 

同比增长率（%） 11.20                6.39                 72.1  23.3  12.7  

每股收益（元/股） 1.09                 0.97                 1.68  2.00  2.38 

毛利率（%） 5.9                  5.9                  7.9  8.4  8.8  

ROE（%） 14.6                 11.5                 16.5  16.9  16.0  

市盈率 21  24  14  11  10  

注：“市盈率”是指目前股价除以各年业绩;“净资产收益率”是指摊薄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ROE 

本公司不持有或交易股票及其衍生品，在法律许可情况下可能为或争取为本报告提到的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本公司关联机构在法律许可情况下可能持有或
交易本报告提到的上市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投资标的，持有比例可能超过已发行股份的 1%，还可能为或争取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本公司在知晓范
围内履行披露义务。客户可通过 compliance@swsresearch.com 索取有关披露资料或登录 www.swsresearch.com 信息披露栏目查询。客户应全面理解本报
告结尾处的"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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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养殖端 

 线下技术服务（福达计划）：真正以农户为本的线下服务是一切的出发点和源头。公司 2 年前开始推广福达计划（farm 

development)，真正从养殖户角度出发构建技术服务体系。是行业中为数不多真正做到“帮助养猪的人养猪，而不是仅

仅帮助自己卖饲料”的企业。公司强调服务的专业化，按照生猪养殖的周期规律，在繁育、配种、分娩、选种、设备、

防疫、环保、物流各环节培养细分领域的专家，同时，很早的就强调了服务的主动性，发掘农户的需求。目前，公司技

术服务人员 700 多人，其中，猪的团队 560 人（其余为家禽团队）。 

 互联网：新工具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老问题，实现产业资源优化配置。导致农牧产业运行效率低下的首要问题，是信息不

对称，导致饲料、动保销售，农产品销售层级过多，渠道繁复凌乱。举例来说，饲料企业不知道低下的小农户何时需要

饲料，需要怎么样的饲料，中间要经销商走访；养殖户不知道猪价行情和未来预判，猪贩子说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行情

不好的时候可能赚的钱还没猪贩子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力、物力、财力的资源没有办法有效配置。然而，互联网能

够很好的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公司推出了福达在线，与和创科技合作推出云计划（云农场、云动保、云金融

等等）。以福达在线、云养殖 为端口，收集农户养殖动态数据，在通过互联网实现养殖全过程精准管理的同时，整合形

成农户生物资产的需求曲线，将原先福大计划中不完善、片段化的静态数据，转化为齐全、有时间序列的猪业动态“信

息流”，在此基础上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优化配置。一方面，通过对信息流的全面统计分析和个体间跟踪比较，

公司可以更有效率的发掘农民真实的需求(B2C)；而农民也可以在平台上主动发起需求（C2B），类似于滴滴打车，形成

交互式平台，依据真实的需求，公司乃至全行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就可以实现有效配置。对于农民而言，需求可以及

时被有默契的服务人员相应，对公司而言，加大了内部运营效率，降低了内部沟通成本（尤其是无效拜访的频次）。同

时，农民资信数据的积累可通过金融业务实现“变现”，成为盈利新增长点！ 

 建立一种机制和标准，打造一个开放式的闭环。在之前的报告中，我们多次探讨大北农的模式，大北农更像小米，即生

产产品，又搭建平台。同时，公司依循产业链，在自己的业务框架内，形成了产品（从饲料到生猪）、资金（卖饲料、

放贷款、助理财）的闭环。我们认为，新希望同样也有这么个闭环，但公司不会什么都自己做，而是打造一个开放式的

闭环。这和之前公司“新希望六和+”的理念一致。新希望以饲料销售规模（背后是控制生猪的规 模）为吸引点，通过

整合资源加快产业布局，提高运营效率。福达在线，或者说未来的云养殖，一定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这种开放，不只是

针对动保企业，更是针对可能不用自己饲料的养殖户、养殖场。为什么要开放？因为公司希望获得更大、更广范围的“信

息流”，信息流是实现公司乃至行业资源有效配置的最重要的基础。然而，互联网有三个特征：1）不知道竞争对手在哪

里（门口的野蛮人）；2）没有门槛和壁垒（谁都能“做出”网站、APP）；3）合并同类项，赢者通吃（装了微信就不

用易信）。那么新希望在如何能够真正吸引猪场，甚至竞争者合作？我们认为更多地是依靠建立一种有效的、可运行的

机制以及农业互联网的”操作标准“，通过输出理念和额标准，在彼此产生对机制，甚至文化、个人（陈老师：） ）的

认同后，达成合作。 

 模式上，新希望做好计划了。近两年，公司在养殖端核心动作可概括为“ 优服务，抢资源，做数据，建平台”。在云养

殖的产品设计上，公司与和创科技（原名图搜天下）合作完成了交互式服务平台的设计工作，并基于此，研发了云养殖

的相关产品（查猪价、看猪病等等，与大北农雷同，不赘述）和一系列的农户培训、教育产品；在线下服务上，除了饲

料外，公司已经完成了动保体系的布局。公司不生产兽药、疫苗，但健全了产品审查、筛查以及疫情预警的能力，能够

长期、持续跟踪某类动保产品效果和猪场防疫情况、免疫效果数据。 

 人才上，新希望正加快储备了。公司深知“地推”的重要性，用推广团队（业务人员）+数据团队（含在技术团队内，有

接近 100 人）组成业务单元阿米巴，各管旗下加快推广并增强数据的有效性。今年技术服务和推广团队均要超过 1000

人，中长期可能要超过 3000 人。人从哪里来？公司去年下半年开始剥离亏损业务单元，员工数从 7.8 万下降到 6 万左右，

多余的人员可以去做推广。 

 机制上，新希望积极调整了。公司积极推进“业务公司化，股权多元化”。由于股权激励在上市公司整体层面难操作，

陈老师另辟蹊径，将服务、营销、互联网等业务单元“公司化”，先后成立“养殖服务公司”、“新云和创公司“等，

上市公司参股，大部分由员工持股。同时给陈兴垚、崔照江、陶煦、吉崇兴等老员工搭建了四个创投平台，未来该模式

有望进一步推广，实现员工激励。同时，由于上市公司大多参股不控股，更好的做到了合理放权。比如，公司与和创科

技联合成立了“新云和创”公司，第一期投资 5000 万元，公司参股 25%左右（印象），其他均为双方员工持股，做到

利益协同，“（互联）网人制（管理）网（互联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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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养殖端 

 线下技术服务（福达计划）：真正以农户为本的线下服务是一切的出发点和源头。公司 2 年前开始推广福达计划（farm 

development)，真正从养殖户角度出发构建技术服务体系。是行业中为数不多真正做到“帮助养猪的人养猪，而不是仅

仅帮助自己卖饲料”的企业。公司强调服务的专业化，按照生猪养殖的周期规律，在繁育、配种、分娩、选种、设备、

防疫、环保、物流各环节培养细分领域的专家，同时，很早的就强调了服务的主动性，发掘农户的需求。目前，公司技

术服务人员 700 多人，其中，猪的团队 560 人（其余为家禽团队）。 

 互联网：新工具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老问题，实现产业资源优化配置。导致农牧产业运行效率低下的首要问题，是信息不

对称，导致饲料、动保销售，农产品销售层级过多，渠道繁复凌乱。举例来说，饲料企业不知道低下的小农户何时需要

饲料，需要怎么样的饲料，中间要经销商走访；养殖户不知道猪价行情和未来预判，猪贩子说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行情

不好的时候可能赚的钱还没猪贩子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力、物力、财力的资源没有办法有效配置。然而，互联网能

够很好的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公司推出了福达在线，与和创科技合作推出云计划（云农场、云动保、云金融

等等）。以福达在线、云养殖 为端口，收集农户养殖动态数据，在通过互联网实现养殖全过程精准管理的同时，整合形

成农户生物资产的需求曲线，将原先福大计划中不完善、片段化的静态数据，转化为齐全、有时间序列的猪业动态“信

息流”，在此基础上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优化配置。一方面，通过对信息流的全面统计分析和个体间跟踪比较，

公司可以更有效率的发掘农民真实的需求(B2C)；而农民也可以在平台上主动发起需求（C2B），类似于滴滴打车，形成

交互式平台，依据真实的需求，公司乃至全行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就可以实现有效配置。对于农民而言，需求可以及

时被有默契的服务人员相应，对公司而言，加大了内部运营效率，降低了内部沟通成本（尤其是无效拜访的频次）。同

时，农民资信数据的积累可通过金融业务实现“变现”，成为盈利新增长点！ 

 建立一种机制和标准，打造一个开放式的闭环。在之前的报告中，我们多次探讨大北农的模式，大北农更像小米，即生

产产品，又搭建平台。同时，公司依循产业链，在自己的业务框架内，形成了产品（从饲料到生猪）、资金（卖饲料、

放贷款、助理财）的闭环。我们认为，新希望同样也有这么个闭环，但公司不会什么都自己做，而是打造一个开放式的

闭环。这和之前公司“新希望六和+”的理念一致。新希望以饲料销售规模（背后是控制生猪的规 模）为吸引点，通过

整合资源加快产业布局，提高运营效率。福达在线，或者说未来的云养殖，一定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这种开放，不只是

针对动保企业，更是针对可能不用自己饲料的养殖户、养殖场。为什么要开放？因为公司希望获得更大、更广范围的“信

息流”，信息流是实现公司乃至行业资源有效配置的最重要的基础。然而，互联网有三个特征：1）不知道竞争对手在哪

里（门口的野蛮人）；2）没有门槛和壁垒（谁都能“做出”网站、APP）；3）合并同类项，赢者通吃（装了微信就不

用易信）。那么新希望在如何能够真正吸引猪场，甚至竞争者合作？我们认为更多地是依靠建立一种有效的、可运行的

机制以及农业互联网的”操作标准“，通过输出理念和额标准，在彼此产生对机制，甚至文化、个人（陈老师：） ）的

认同后，达成合作。 

 模式上，新希望做好计划了。近两年，公司在养殖端核心动作可概括为“ 优服务，抢资源，做数据，建平台”。在云养

殖的产品设计上，公司与和创科技（原名图搜天下）合作完成了交互式服务平台的设计工作，并基于此，研发了云养殖

的相关产品（查猪价、看猪病等等，与大北农雷同，不赘述）和一系列的农户培训、教育产品；在线下服务上，除了饲

料外，公司已经完成了动保体系的布局。公司不生产兽药、疫苗，但健全了产品审查、筛查以及疫情预警的能力，能够

长期、持续跟踪某类动保产品效果和猪场防疫情况、免疫效果数据。 

 人才上，新希望正加快储备了。公司深知“地推”的重要性，用推广团队（业务人员）+数据团队（含在技术团队内，有

接近 100 人）组成业务单元阿米巴，各管旗下加快推广并增强数据的有效性。今年技术服务和推广团队均要超过 1000

人，中长期可能要超过 3000 人。人从哪里来？公司去年下半年开始剥离亏损业务单元，员工数从 7.8 万下降到 6 万左右，

多余的人员可以去做推广。 

 机制上，新希望积极调整了。公司积极推进“业务公司化，股权多元化”。由于股权激励在上市公司整体层面难操作，

陈老师另辟蹊径，将服务、营销、互联网等业务单元“公司化”，先后成立“养殖服务公司”、“新云和创公司“等，

上市公司参股，大部分由员工持股。同时给陈兴垚、崔照江、陶煦、吉崇兴等老员工搭建了四个创投平台，未来该模式

有望进一步推广，实现员工激励。同时，由于上市公司大多参股不控股，更好的做到了合理放权。比如，公司与和创科

技联合成立了“新云和创”公司，第一期投资 5000 万元，公司参股 25%左右（印象），其他均为双方员工持股，做到

利益协同，“（互联）网人制（管理）网（互联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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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上，“猪”流量加快提升中。公司通过福达在线的平台，已掌握了 320 万头母猪，肥猪 1900 万头（存栏）的静态

数据。公司内部还有 5 个区刚刚上线福达在线，预计 6 月底前能上线 400 万头左右母猪。云养殖方面，已经上线 1 个多

月（试用版上来 2 个月不到），公司在福达云基础上优选优质的中小猪场作为客户，因为小场从来没有被重视（都抓温

氏、牧原），而他们是最需要数据的。要求存栏母猪>100 头即可。到昨天有 60 个猪场上线，不到 2 万头母猪。平均一

个猪场 300-400 头。希望到年底前，能上线 20-30 万母猪。中长期看，希望 能做到 2000 万头母猪（占全国的一半）。

同时，相应的平台也有望在禽业板块推出。 

第二部分：消费端 

 向食品端延伸产业链，打造健康、安全的肉制品品牌。向下游延伸，对接终端是农牧企业提高盈利能力，谋求长远发展

的必经之路。公司通过建立从育种到终端的体系，全方位打造健康、安全的肉制品品牌。 育种方面，与华大基因合作从

育种开始打基础，以生物技术优选猪种（如抗蓝耳病猪种，不用打疫苗，就没有药残的问题）、攻克疫病防治的难关，

共同建立”育-繁-养“大数据体系；在扩繁、养殖环节，通过”云养殖“在生产端把控食品安全（猪场监测等），做到全

程可追溯，从而建立起优质、安全的六和食品品牌，实现产品溢价提升盈利能力。 

 再造一个消费端的互动式供销平台。通过餐饮大数据的收集（与北京佰镒通等相关企业合作），在消费端再造一个交互

式肉制品供销平台。随着公司屠宰加工规模的扩大，一定要多渠道实现产品销售。打造交互式供销平台后，届时，公司

能了解某一地区，或某一餐饮企业（大客户）的采购偏好和库存情况、采购习惯，从而在上游养殖、中游物流配送等方

面提早准备；另一方面，公司云养殖平台下优质的猪肉也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寻找需求方，届时双方均可就对方产品的

情况进行评价。 

 积极布局，拓宽销售渠道。未来几年，公司屠宰规模扩张较快，需多渠道解决销售问题。除了传统中、高端销售渠道外，

公司有如下几个创新渠道和模式：1）滋生活专卖店，针对大城市中产阶级，发展会员制模式；2）合作开发基于菜系的

供应链整合体系。公司子公司美好食品携手北京佰镒通和川菜基金，在终端订单信息化工作完成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

个网络交互式销售平台，以及时响应并引导下游 2B 端餐饮客户中央厨房的需求以下游需求；3）合作开发基于特定人群

的供应链整合天体系。公司于天津设立的电子商务公司,叫“爱宅良配”,为宅男宅女提供优质、安全的餐饮配送服务。第

一个产品基于家庭用餐场景,解决“什么好吃、怎么做、不能做”三个问题,为吃货、名厨和私厨提供平台。 

其他部分： 

 如何保证农户持续录入真实的动态数据：核心是利益驱动和价值获取，要让农户真实感觉用了云养殖的系统对提高养

殖户效益有帮助，感觉与新希望结盟，在线上和线下两方面都有充足的产品、服务支撑，这样农户会明白不定期录入

真实数据，反而是害了自己。 

 

 未来几年业绩增长的情况：饲料业务的收入不会打折扣，会持续平稳增长；另外的增长看三个方面：1）降成本，空间

很大。饲料业务的核心就是控制成本，公司的优势是规模，可以和银行谈合作，降低资金成本，饲料本身利润微薄，

降低融资成本释放利润空间的效果很明显。第二是采购成本，公司原料贸易体量庞大，大宗直采也会降低成本，提高

利润率；2）金融业务是一个增长点；3）终端肉制品溢价，净利润率提升空间有 4-5 个百分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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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公司内部还有 5 个区刚刚上线福达在线，预计 6 月底前能上线 400 万头左右母猪。云养殖方面，已经上线 1 个多

月（试用版上来 2 个月不到），公司在福达云基础上优选优质的中小猪场作为客户，因为小场从来没有被重视（都抓温

氏、牧原），而他们是最需要数据的。要求存栏母猪>100 头即可。到昨天有 60 个猪场上线，不到 2 万头母猪。平均一

个猪场 300-400 头。希望到年底前，能上线 20-30 万母猪。中长期看，希望 能做到 2000 万头母猪（占全国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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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开始打基础，以生物技术优选猪种（如抗蓝耳病猪种，不用打疫苗，就没有药残的问题）、攻克疫病防治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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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追溯，从而建立起优质、安全的六和食品品牌，实现产品溢价提升盈利能力。 

 再造一个消费端的互动式供销平台。通过餐饮大数据的收集（与北京佰镒通等相关企业合作），在消费端再造一个交互

式肉制品供销平台。随着公司屠宰加工规模的扩大，一定要多渠道实现产品销售。打造交互式供销平台后，届时，公司

能了解某一地区，或某一餐饮企业（大客户）的采购偏好和库存情况、采购习惯，从而在上游养殖、中游物流配送等方

面提早准备；另一方面，公司云养殖平台下优质的猪肉也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寻找需求方，届时双方均可就对方产品的

情况进行评价。 

 积极布局，拓宽销售渠道。未来几年，公司屠宰规模扩张较快，需多渠道解决销售问题。除了传统中、高端销售渠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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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品基于家庭用餐场景,解决“什么好吃、怎么做、不能做”三个问题,为吃货、名厨和私厨提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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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保证农户持续录入真实的动态数据：核心是利益驱动和价值获取，要让农户真实感觉用了云养殖的系统对提高养

殖户效益有帮助，感觉与新希望结盟，在线上和线下两方面都有充足的产品、服务支撑，这样农户会明白不定期录入

真实数据，反而是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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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司利润表 

  2012 2013 2014 2015E 2016E 2017E 

一、营业收入 73,238  69,395  70,012  82,461  99,007  119,007  

二、营业总成本 72,609  68,710  69,404  79,585  95,175  114,163  

其中：营业成本 69,316  65,311  65,860  75,948  90,724  108,557  

营业税金及附加 22  24  21  25  30  36  

销售费用 1,316  1,314  1,424  1,649  2,015  2,618  

管理费用 1,391  1,511  1,567  1,963  2,406  2,951  

财务费用  366  500  417  0  0  0  

资产减值损失 185  41  98  0  0  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  0  1  0  0  0  

投资收益 1,811  2,135  2,281  2,200  2,500  2,500  

三、营业利润 2,449  2,820  2,891  5,076  6,332  7,344  

加：营业外收入 139  128  183  170  170  174  

减：营业外支出 113  138  166  140  152  158  

四、利润总额 2,475  2,810  2,908  5,106  6,350  7,360  

减：所得税 281  318  295  581  770  1,069  

五、净利润 2,194  2,491  2,613  4,525  5,580  6,291  

少数股东损益 487  593  594  1,022  1,260  1,4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7  1,899  2,020  3,503  4,320  4,870  

六、基本每股收益 0.98 1.09 1.09 1.68  2.00  2.38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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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司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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