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大集团登陆A股市场10周年

      从总资产 30 亿元，到总资产超过 200 亿
元；从年营收 53 亿元，到年营业收入超过 500
亿元；从拥有 30 家分公司，到拥有 300 家分
公司……这是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海大集团 ”）上市 10 年来部分数据对比。再往
前看，这是一家起步于南海之滨的作坊式工厂，
用 20 多年时间逐步发展成以饲料为起点、向养
殖全产业链延伸、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一体
化解决方案的高新农牧企业集团，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的行业奇迹。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2009 年 11 月 27
日，随着深圳证券交易所仪式大厅的钟声响起，
海大集团以“002311”的证券代码登陆 A 股。
一年树谷，十年树木。海大集团始终把为客户创
造价值作为核心价值观，紧紧跟随国家发展战
略命题，彰显出新时代民营上市企业的新使命、
新担当。

经营篇——为有源头活水来
      1998 年，海大集团的前身——广州海大
饲料公司成立，这是一家以水产预混料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起家的民营企业，只用了短短 5 年
时间，就实现了水产预混料市场占比全国第一，
雄踞华南水产饲料市场。

      2004 年，海大集团正式成立，从企业管理
到产品门类、市场布局、服务体系迎来全线升
级：水产饲料与畜禽饲料并举、水产苗种板块
业务起步，覆盖华中、华南、华东、华西等区域市
场，集生产、研发、销售、服务为一体……

      企业的发展需要敢拼敢闯的冒险精神。但
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海大集团来说，有限的资金
制约了无限的发展可能，许多研发投入、经营理
念、发展布局都捉襟见肘。

      海大集团是一家研发型民营企业。2008 年
末全公司总资产仅 11.86 亿元，如何彻底解除
资金不足这个发展后顾之忧，让企业能够撸起
袖子放开干？登陆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成为海
大集团脱胎换骨的关键一步。

       2009 年度业绩报告显示，海大集团总资
产 跃 升 至 29.52 亿 元，较 上 一 年 同 比 增 长
148.90%。企业有了新资金注入，发展布局越铺
越广，投资者也得到了实际回报。

      良禽择木而栖。上市让海大集团有了更广
泛的市场知名度，更多优秀的人才主动加入，为
企业带来了新鲜血液、新的管理理念和运营思
路，为企业随后 10 年的起飞打下基础。

      随着与资本市场对接，充沛的资金源源不
断涌入研发和服务，海大集团的产品力大幅提
升。海大集团的产品为农户带来了增效高产，在
市场上的影响力、美誉度、忠诚度都大幅提升。

      数据显示，2018 年海大集团饲料总销量达

 

  

1070 万吨，占全国该市场总销量的 4.7%。上市 10
年来，海大集团净利润的年复合增长率以每年近
30% 的速度增长，2018 年全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14.37 亿元，同比增长 19.06%，海大集团的
综合影响力全面加强。

科研篇——义理钻研到粹精
      “ 科技兴农，改变农村现状 ”，这是海大集团自
成立以来承诺的企业发展使命。20 年来，变化的是
科技创新产品迭代，不变的是务实严谨的科研精神。

      自主创新是企业的灵魂，持续研发投入是自主
创新的前提和必备条件。海大集团累计投资 20 亿
余元资金“ 重仓 ”研发，特别是上市以来，公司在研
发板块投入更是在业界遥遥领先。财报显示，2009
年公司研发费用仅 2000 多万元，到 2018 年全年
研发投入就高达 3.09 亿元，十年时间增长近 15 倍。

      庞大的科研投入，需要强大的科研团队来支撑。
海大集团专门成立了海大研究院，团队从 2009 年
的 200 多人，扩充到现如今的超 1500 人，仅硕士、
博士等专家人数近千人，研究方向涵盖多个细分领
域。目前拥有 1 个研究院、7 个研究所、3 大研发中
心和 10 余个研发中试基地，并涉及六大研究方向。

      “ 截至 2019 年，我们参与的科研项目累计超
过 1 万项，其中有 2000 项科研成果成功转化，用于
提升养殖效益或推动行业进步，”海大集团副总裁、
海大研究院院长钱雪桥说，“ 像替代抗生素系列产
品，就是由海大集团独立研发推上市场的，平均为每
头生猪节约养殖成本 75—100 元；如一个中等养
猪户按平均每批生猪出栏 1000 头、一年出栏两次
计算，可为该养猪户年增收高达 20 万元。”

      目前，海大集团的产品已从过去已有的养殖品
种，延伸到经济附加值更高的畜禽和水产养殖过程
中所需的生物制品、兽药、疫苗等产品的生产加工。
经营模式上，实现了以研发和技术为先导、以差异化
产品为载体、以服务支持为主要推进策略。

      科研不仅要服务于产品，更要从实验室走向塘
头栏舍。随着海大集团业务板块向种苗、饲料、动保、
养殖、食品流通等领域延伸，如今企业已经实现一二
三产业高度一体化，在广大农村地区积极建设新型
农业产业园。

      目前，海大集团在广东清远市正分期投资建设
桂花鱼、清远鸡以及良种猪三大国家级和省级产业
园基地，布局有韶关生猪产业园基地等。建成后，这
些产业园将对当地农产品走品牌化路线、打造省级
乃至国家级产业园标杆示范基地、带动农村经济转
型升级、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产业帮扶价值、以科技硬
实力助力乡村振兴有重大意义。

责任篇——达则兼善天下
       上市 10 年，改变的是企业发展平台，不变的是
作 为 民 营 企 业 的 海 大 集 团 承 担 的 社 会 责 任。在
2006 年底，海大集团董事长薛华在集团内部发

表《我们的使命》一文，正式将海大集团定位为服务型企业，
确定了集团使命、发展战略及“ 未来五年规划 ”。“ 达则兼善
天下 ”则是海大集团始终不变的底色。

      十年内，海大集团斩获了“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 ”“ 中国企业 500 强 ”“ 亚洲上市公司 50 强 ”等众多荣
誉与奖项，多次在广东扶贫济困日、羊城慈善为民、政府对口
帮扶号召中慷慨捐赠，彰显一个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感。

      海大集团 6000 多名养殖工程师每天都奔波在栏舍塘
头，为超过 80 万养殖户提供养殖生产规划、饲料投喂、环境
改良、疫病防治、市场行情与销售、金融服务等全方位支持。
得益于此，农民的养殖水平和市场经营能力不断提升，一大
批养殖户“ 变身 ”职业化产业工人。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 近年来，海大集团积极参
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在贵州省设立了 5 家公司，全面开展对
口帮扶工作，投资范畴涉及智慧养殖、饲料加工、化工等板
块。截至 2019 年 11 月，海大集团已在广西、湖南、贵州等
省份的多个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布局现代农业产业项目 30
余个，实现年均产值超过 40 亿元，创造就业岗位近 4000
个，对接农户约 4 万人，并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
出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对外，海大集团作为民营企业主动参与国家重大战略；
对内，海大集团更为每一名员工营造出温暖的“ 第二个家 ”。

      海大集团自成立以来，坚持以实际行动为员工提供成长
空间与平台，打造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专门设立“ 海大学
院 ”负责员工职业技能、岗位胜任能力并开设专业类课程。
据统计，海大集团为员工平均每年提供正式学习总学时达
13 万小时，人均学时量 7 小时，涵盖营销、生产、财务、采购
等共 200 余门课程。

      奔小康的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海大集团于 2016 年
正式发布《员工互助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海大员工互助基
金 ”，帮助遭遇重大事故、重大疾病、伤残或死亡等导致家庭
陷入困境的员工及家属渡过难关。

      产业更发展、农村更美丽、农民更富裕、食品更安全。海
大集团作为中国农牧业领域中发展速度最快、技术水平最
好、服务能力最强的企业之一，正以实际行动坚持科技兴农、
改变农村面貌，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大有作为。

国际篇——直挂云帆济沧海
      从 1998 年诞生，21 年的时间里海大集团始终扎根本
土、放眼全球。目前，企业在海内外拥有 320 家分子公司和
2 万余名员工，饲料销量全国前三，位列中国 500 强企业行
列。

      一方面，海大集团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服务，让前沿的
农业技术服务于中国农民，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
海大集团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 ”倡议，将先进的技术、优质
的产品、完善的服务输出国门，积极走向世界。

      目前，海大集团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印度、
厄瓜多尔、埃及等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布局，兴建了一批动
物苗种繁育场、饲料加工厂、水产养殖和加工基地等现代农
业项目，让中国的农业科技也服务到了“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农民，助其增收致富。

      其中，仅在越南当地就设立了 8 个工厂和销售基地，累
计投资总额达 1.2 亿美元。海大鱼虾饲料产品已跻身成为越
南虾料行业前二强，在越南部分地区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一。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2009 年到 2019
年，是登陆资本市场后的海大集团注入新鲜血液和澎湃动
力，推动本土民营企业向科技化、市场化、多元化、服务化、国
际化跃升，瞄准世界级农牧行业企业乘风破浪的 10 年。

       “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这既是海大集团企业名称的
缘起，也是企业精神的基底。坚持科技兴农，改变农村面貌，
是海大集团始终不变的使命和决心。站在新的起点，海大集
团正砥砺前行，以“ 敢试水、准方向、做对事、找对人 ”的踏
实作风聚焦主业，以“ 重研发、大投入、强能力、大格局 ”的
长远视野创新创造。

      解缆已是风帆满，便可乘风破浪去。面对即将进入的 21
世纪的第 20 年，海大集团将朝向全球农牧行业的“ 星辰大
海 ”扬帆远航。

（本文作者：南方日报  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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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期数 132 上 市 十 周 年 特 刊

十年磨剑终成锋 才大如海势如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