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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链长，细分子行业众多，且子行业表现不一致；  

 市值小，当前农业行业的总市值为15252亿元，占全市场的1.88%，流通
市值7591亿元，占全市场2.40%（注：市值日期为8月20日）； 

 销售季节与会计年度不一致； 

 盈利波动大； 

 越来越受到机构投资者的关注； 

 是最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之一，未来的行业市值将不断增长。 

1. 农业行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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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行业的特点 

4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农业产业链及其不同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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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水产料、畜禽料 

  养殖：畜养殖、禽养殖、水产养殖 

  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辣椒种子 

  果蔬饮料：番茄酱、苹果、葡萄干 

  一般农产品加工：棉花、白糖、粮油加工 

  捕捞：远洋捕捞 

子行业众多： 

1. 农业行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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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农业上市公司盈利波动大（%）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1. 农业行业的特点：盈利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Q1 

收入增速 3.8  3.4  10.3  11.8  13.1  17.0  18.7  

营业利润增速 58.9  34.6  110.4  -7.0  -19.2  118.5  294.0  

净利润增速 48.1  39.2  110.7  -19.9  -25.7  147.4  377.3  

毛利率 13.0  14.9  19.0  17.4  16.1  19.9  22.0  

销售费用率 3.9  4.1  4.0  4.1  4.1  3.7  3.1  

管理费用率 4.7  5.2  5.5  5.5  4.7  4.8  4.8  

财务费用率 1.2  1.2  0.8  1.1  1.2  1.1  1.7  

期间费用率 9.9  10.5  10.3  10.6  9.9  9.6  9.7  

营业利润率 3.3  4.4  8.3  6.9  4.9  9.2  12.2  

净利润率 3.1  4.2  8.1  5.8  3.8  8.1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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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个子板块在不同年份的超额收益状况（%）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注：计算超额收益的基准指数为上证指数 

 

1. 农业行业的特点：总有子行业能赚钱 

7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海通农业 -8.46  13.20  -41.26  31.41  3.76  -15.04  4.80  37.61  

畜禽养殖 -6.75  2.19  -30.28  40.82  6.56  -13.93  20.58  55.96  

——禽养殖 -28.07  -11.46  -27.50  77.59  12.02  -37.44  10.37  63.16  

——畜养殖 10.79  9.55  -31.54  30.61  5.60  -9.11  25.90  58.03  

饲料 -1.65  19.89  -54.53  21.44  4.15  12.07  5.88  65.96  

疫苗 -8.26  45.30  -47.64  56.65  0.62  -9.71  -8.22  20.05  

种子 -16.16  18.99  -35.29  17.35  6.77  -17.95  -20.33  0.39  

林木及加工 9.92  24.36  -35.50  47.27  10.75  -23.50  -15.75  -33.89  

果蔬饮料 -8.27  -14.02  11.86  96.22  -13.90  -50.94  -9.94  -1.35  

农产品加工及流通 -20.74  7.59  -17.88  35.56  4.26  -37.40  -13.73  -17.07  

水产养殖 -21.54  -7.25  -50.01  47.37  -5.67  -29.66  -25.09  -34.20  

海洋捕捞 23.48  -7.37  -26.34  18.72  8.14  -30.21  -17.39  -19.31  

种植 4.42  24.72  -50.52  -4.02  0.19  -34.92  -11.11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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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一、四季度是政策出台的密集期。 

  农产品价格：国际、国内农产品价格最需要关注和跟踪。 

1. 农业行业的特点：一些独特的研究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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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019年农林牧渔业产值（亿元） 

2. 写在行业分析前：对各个子行业的全局把握 

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整体容量大的行业才容易出大市值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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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分析框架 

1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典型周期性子行业分析：供给端更值得关注 

生猪价格猪肉消费 生猪供给

1. 人口自然增长

2.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3. 城市化进程加快

- 肉类消费增长

- 关注食品安全

1. 出栏量（养殖效率）

2. 疫病

3. 自然灾害

- 进口肉

- 替代品

- 环保、土地监管

稳定 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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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价走势与价格走势（猪价、鸡价、糖价）关联度高；  

 波动大； 

 周期反复； 

 投资的时点把握，有明显提前趋势。预期很重要！ 

2. 行业分析框架：周期性个股的运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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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分析框架：周期性个股的运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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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时点把握，有明显的提前趋势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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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主要上市农牧企业生猪销量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 行业分析框架：生猪养殖行业 

1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农牧企业高速扩张养猪业务。以新希望、大北农为代表的饲料公司加大养猪业
务投资力度，大型养殖公司实现产能爆发式增长。 

行业养殖效率提升加速。 

龙头企业的空间巨大。国内最大的养猪企业温氏股份，2019年市占率仅有3.4%。 

公司 2020H1（万头） 2020H1同比增速 预计2020年销量（万头） 预计2020年同比增速 

牧原股份 678.1 17% 1900 85% 

温氏股份 486.6 -59% 1500 -19% 

正邦科技 272.5 -12% 900 56% 

新希望 212.3 58% 800 125% 

天邦股份 112.0 -26% 300 23% 

大北农 64.7 -33% 230 41% 

傲农生物 47.4 40% 150 127% 

天康生物 42.5 4% 150 79% 

唐人神 28.0 -45% 120 43% 

金新农 17.5 -24% 5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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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白羽鸡的繁育过程 图：2008-2019年祖代白羽鸡总更新量（万套）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海通证券研究所 

2. 行业分析框架：禽养殖行业 

14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供给：紧盯引种量。理论上，我国每年需80-100万套的祖代白羽鸡。 

需求：受疫情和经济的影响大。白羽鸡的家庭消费占比小。 

养殖周期短，行情变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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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分析框架：平稳增长的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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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的关注点不一样： 

  饲料：规模 

  种子/疫苗：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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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品类饲料进入门槛与核心竞争要素 表：主要饲料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比较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2. 行业分析框架：饲料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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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企业步入全方位竞争能力比拼阶段。当前饲料行业的竞争要素，已经从
早期的跑马圈地、快速上量，中期的特色经营、单点突破，逐步转变到今天
的综合实力比拼。无论在生产、销售等经营环节，还是技术、采购、服务等
专业能力上，以及管理、战略层面，都要求饲料企业不能出现短板。 

  分类 行业进入门槛 核心竞争要素 

禽料 鸡料、鸭料 低 成本控制 

猪料 
前端 高 

配方、技术服务、制
造工艺 

后端 低 成本控制 

水产料 

普通颗粒 中 配方、成本控制 

膨化料 中高 配方、制造工艺 

虾料、特水料 高 配方、技术服务、制
造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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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分析框架：疫苗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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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存栏恢复叠加养殖盈利较好，猪苗销售有望持续回暖。我们判断动
物疫苗企业景气向上趋势明显，2020Q1已基本确立业绩复苏拐点，行
业库存消化阶段基本结束，下半年有望维持向好局面，全年业绩将实现
较大幅度的恢复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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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大主粮库存水平（万吨）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 行业分析框架：种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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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缓慢复苏，关注转基因商业化进程。水稻方面，最低收购价近年来首次上
调，行业景气度企稳；玉米方面，库存消化接近尾声，价格稳中趋涨。此外，
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粮食贸易风险增大，国内粮食安全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国
内转基因商业化箭在弦上，值得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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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化、现代化趋势明确。  

 上游的企业依靠效率取胜。PSY 24 VS 16 

 产业链一体化：更多的企业向下游延伸，寻求向消费端转型。 

2. 行业分析框架：未来行业发展展望 

1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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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刚性 

  行业较少产生变革性技术 

  行业门槛依然较低，需要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地努力 

农业行业的特性决定了人的重要性： 

3. 写在公司分析前：实际控制人行不行？ 

2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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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战略、成本、技术、效率、渠道等。 

  从公司所处的不同子行业确定公司成长的关键因素。比如种子行业重点      

关注研发能力，养殖企业最需要关注养殖效率。 

  管理团队。 

  财务分析：成本结构、盈利能力。 

公司竞争力包括： 

3. 公司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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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预测：大部分的公司是基于价格和量的假设。 

  对于量的预测是基于行业（行业竞争格局、市场容量）和公司（竞争对 

手状况等）的理解。 

  对于价格的预测是基于产品未来供需的判断。 

  对于成本的预测是基于对行业的理解和产品的熟悉。 

  费用的预测更关注公司历史数据和调研获得的公司变化信息。 

  将预测结果与竞争对手做对比，对于异常值进行分拆和解释，最后修改 

参数。非常重要！ 

4. 财务预测与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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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预测与估值：普遍采用的估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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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法 

– 国内估值采用的主要方法 

– 简单易行 

– 易受主观可比样本及市场情绪影
响 

 

 

   P/B法 

– 主要依据账面价值进行定价 

– 缺点在于对盈利能力反映不足  

– 主要用于熊市中 

 

 

P/S法 

– 对市场规模看重的企业 

– 适用于偏终端的企业 

 

 

 

 

PE/G法 

– 适用于快速且连续增长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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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行业研究中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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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农业部：数据最全，重点关注每月供需报告  

 彭博数据：海外公司数据 

 WIND：行业的产量和价格数据，公司数据非常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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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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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大幅下滑；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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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标准，报告发布日后 6 个月内的公

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

期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 

2. 市场基准指数的比较标准： 

A 股市场以海通综指为基准；香港市场以

恒生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标普 500

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 

类  别 评  级 说  明 

股票投资评级 

优于大市 预期个股相对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个股相对基准指数涨幅介于-10%与 10%之间； 

弱于大市 预期个股相对基准指数涨幅低于-10%及以下； 

无评级 对于个股未来 6 个月市场表现与基准指数相比无明确观点。 

行业投资评级 

优于大市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 10%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10%与 10%之间；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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