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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再添筹码，饲料巨头崛起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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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002567)

事件
11 月 17 日晚间，公司发布定增预案，拟以 8.14 元/股现金向 9
名特定对象发行 71253069 股，募资 5.8 亿，其中 1.7 亿用于安
徽和广东的两个新建饲料项目，4.1 亿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前
三大股东唐人神控股、大生行、湘投高科合计认购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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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高端饲料产能，提升华中华南地区饲料业务的影响力

当前股价： 9.39 元
目标价格 6 个月： 12 元

本次募投项目将在安徽寿县、广东茂名两处分别新建 24 万吨产
能的高科技生物饲料项目，包括猪用浓缩料、配合料及禽用配合
料。安徽和广东是公司饲料业务在华中、华南地区的重点市场区
域，安徽有 3 家饲料子公司、广东 2 家。新增饲料产能将帮助公
司有效提升区域辐射力，快速抢占市场。

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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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价格绝对/相对市场表现（%）
1 个月

3 个月

12 个月

4.92/0.00

15.21/4.90

22.13/7.12

前三大股东、员工持股计划及温氏投资等多方参与彰显内外合力

12 月最高/最低价（元）

10.08/6.69

公司前 3 大股东及员工持股计划合计认购 56.89%过半，充分显示
出股东及经营方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而国内饲料巨头旗下温
氏投资的参与更是说明行业内对公司实力和地位的认可。在国内
饲料业面临行业集中度提升、规模化、品牌化运营的大趋势下，
公司内外形成合力，抢占发展先机，行业竞争力将不断能提升。

总股本（万股）

42078.60

流通 A 股（万股）

41979.60

全国谋篇布局，产能快速增长，饲料巨头崛起只待时日

主要股东

总市值（亿元）

39.51

流通市值（亿元）

39.42

近 3 月日均成交量（万）

788.50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

股价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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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百万）
营业收入增长率
净利润（百万）

2013A

2014F

2015F

2016F

7120.82

10502.10

12300.00

14000.00

5.98%

47.48%

17.12%

13.82%

127.20

113.68

198.79

251.08

-27.98%

-10.62%

74.86%

26.31%

EPS（元）

0.30

0.24

0.43

0.56

P/E

25.24

29.91

17.10

13.54

净利润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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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和比率

14/1/19

27%
22%
17%
12%
7%
2%
-3%
-8%
-13%

13/11/19

公司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14-16 年 EPS（增发摊薄后）分别为 0.24、
0.43 和 0.56 元，维持 6 个月目标价 12 元，买入评级。

24.57%

司

13/12/19

本次定增是继去年收购山东和美后的又一大举动。至此，公司以
800 万吨左右产能（含和美 320 万吨）
、31 家饲料子公司，形成
了覆盖 15 个省份、辐射全国的饲料业务经营格局，不断拉近与
国内饲料第一梯队在规模上的差距，未来跻身饲料巨头之列指日
可待。

上证指数

相关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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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22
种猪亏损拖累盈利，业绩改善空间巨大
13.03.21

业绩有望维持高增长,维持买入

13.03.04

结构调整提升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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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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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机构和个人如引用、刊发本报告，须同时注明出处为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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