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司代码：600873                                公司简称：梅花生物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梅花生物 600873 梅花集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现芳 

电话 0316-2359652 

办公地址 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66号 

电子信箱 mhzqb@meihuagr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8,597,287,286.77 19,065,029,237.53 -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56,735,047.16 9,110,288,587.69 -3.8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0,918,466.20 1,497,680,610.82 -47.86 

营业收入 6,980,019,345.19 6,287,703,288.49 1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4,048,726.04 469,640,086.28 4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83,369,406.48 418,413,818.96 39.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3 5.03 增加2.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5 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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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5,15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孟庆山 境内自然人 27.48 854,103,033   质押 390,000,000 

胡继军 境内自然人 6.00 186,469,341   质押 117,4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7 151,485,962   未知   

杨维永 境内自然人 2.54 78,810,526   质押 50,328,300 

王爱军 境内自然人 2.29 71,316,274   无   

北京隆慧投资有限公司－隆慧汇

晨战略投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99 62,000,000   未知   

梁宇博 境内自然人 1.77 54,868,518 1,200,000 无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93 29,007,028   无 

  

何君 境内自然人 0.75 23,449,758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2 19,292,7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孟庆山、王爱军、何君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

未知其一致行动关系。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5梅花 01 122422 2015-7-31 2018-7-31 0 4.47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5梅花 02 136012 2015-10-30 2019-10-30 1,500,000,000 4.27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1.60 50.8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1.26 9.6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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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2019 年上半年宏观环境分析 

2019 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给宏观环境带了更大的波动和不确定性，人民币呈

现出了快速贬值及双向波动态势，中央对地方政府债进行了调控和压缩，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

降低了政府部门的杠杆，同时引导社会融资流向实体经济。此外，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战给国内经

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央还推出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积极推进和扶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

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增长注入了活力，部分民营企业流动性压力得到一定程度

的缓解。 

报告期内，盐城响水陈家港化工园区爆炸事件对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一步突出了对于

生产型企业而言安全的重要性。爆炸事故发生后，已有江苏、山东、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

福建、重庆、甘肃、青海等等 10 余个省份紧急要求开展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安全和环保仍然是影响生产制造类企业尤其是化工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2019 年上半年行业情况 

1.原材料玉米价格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玉米价格呈“V”型走势，第一季度玉米深加工企业库存相对充足且非洲猪瘟疫情

持续发酵，饲料企业采购热情不高等因素影响，玉米价格高位下调，第二季度国家玉米收储启动，

受临储粮拍卖底价上调等因素影响，价格不断看涨，同时中美贸易谈判变数再生，市场利多氛围

浓厚，玉米价格不断攀升。6 月底因临储拍卖降温，市场看涨预期下降，玉米价格出现小幅回调。

2019 年上半年全国玉米均价 1850 元/吨，环比上涨 1.2%，同比上涨 1.5%（数据来源：博亚和讯）。

近十年玉米收购价格波动趋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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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产品行业情况 

（1）赖氨酸、苏氨酸出口增加，产品价格下降产品利润被进一步挤压 

报告期内，行业新增产能相继投产，行业内短时供给增加，需求端非洲猪瘟疫情扩散，猪料

消费持续下降，肉鸡需求增加，叠加玉米价格上涨成本上升，赖氨酸整体保持偏弱运行。上半年，

赖氨酸盐酸盐（98%赖氨酸）平均市场价格同比下降 12%，赖氨酸硫酸盐（70%赖氨酸）市场价

格同比下降 4%，产品利润被大幅挤压，部分厂家出现阶段性亏损。为缓解国内市场供应压力，

各厂家纷纷加大出口力度，2019 年 1-5 月份累计出口赖氨酸（折 98%赖氨酸）同比增加 60%至 37.1 

万吨（数据来源：博亚和讯），主要供应厂家为梅花生物、伊品生物等。 

报告期内，受多重因素影响，下游采购需求寡淡，苏氨酸市场延续 2018 年走势，产品价格进

一步探底，至 3 月下旬因部分厂家难抵业绩压力，报价上调至 8.4 元/KG，市价小幅反弹后回落至

8 元/KG，与 2018 年上半年相比，产品价格同比下降 19%。但国内出口依然保持增长，1-5 月份

苏氨酸出口量同比增加 11%。市场供应以梅花生物、阜丰集团、伊品生物为主。 

近十年赖氨酸、苏氨酸月度价格波动趋势如下： 

 

 

 

 

 

 

 

 

（2）谷氨酸钠（味精）价格稳步上涨，产品利润增加 

自 2018 年 10 月底味精价格止跌反弹后，报告期内，产品价格处于稳步小幅上涨阶段。受行

业有效供给产能减少，叠加后期玉米价格上涨影响，因行业较高的集中度，市场看多心态较为明

显，上游厂家享有涨价的主动权，味精产线利润不断增加，截止报告期末，40 目大包味精成交均

价在 8500 元/吨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均价同比上涨 25%左右。下半年受行业检修、环保安检、

需求变化、企业心态、年末回款、物流运费变动等因素的影响，预计味精价格仍将偏强运行。市

场供应仍以阜丰集团、梅花生物、伊品生物为主。 

 

 

 

 

 

 



6 
 

 

（三）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全体员工团结一心，以预算为导向，以绩效考核为牵引，注

重财务结果和基础管理，全面推行生产标准化体系的建设，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上半年生产、

销售、采购及公司整体运营在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收入和利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9.80 亿元，同比增加 11.0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41.40%至

6.64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83 亿元，同比增加 39.42%。受益于味精价格的上涨，

味精及核苷酸实现营业收入 28.68 亿元，同比增加 18.72%；动物营养氨基酸类产品营业收入 30.22

亿元，因赖氨酸、苏氨酸产品价格不振，毛利率下降 10 个百分点左右，减少的主要原因为行业供

给增加及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赖氨酸、苏氨酸价格同比分别下降了 7%、19%。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亮点如下： 

1.白城基地产能逐步释放，氨基酸产能规模进一步扩大 

公司白城基地已于 2018 年 12 月底建成投产试车，截止报告期末，白城基地产能利用率达 90%

以上。根据 2017 年 10 月项目可研概算，白城投资由两部分构成，其中项目土地费用 4.26 亿，项

目建设费用 23.44 亿，总计 27.70 亿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对白城基地已累计投入总预算的 95%

左右，其中 2019 年上半年转入固定资产 20.56 亿元。白城项目按照高标准对生产工艺、生产成本

及质量、安全、环保工作进行要求，实现了达产达效。 

白城基地投产后，公司年产赖氨酸 70 万吨，在氨基酸产业领域的竞争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公司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赖氨酸生产企业之一，从长远来看，为公司重塑中国乃至全球动物营养氨

基酸的产业格局，促进行业更加良性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坚实的基础。 

2.谷氨酸钠价格稳步上涨，核苷酸价格维持稳定，为公司利润提供支撑 

报告期内，谷氨酸钠市场价格从年初的 8000 元/吨左右，至报告期末涨至 8600 元/吨左右，产

品的毛利率同时稳步上涨。公司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提升了产品的盈利水平，报告内，受益于味

精价格的上涨，味精及核苷酸实现营业收入 28.68 亿元，同比增加 18.72%。 

报告期内，在赖氨酸、苏氨酸等产品价格不振的情况下，味精和核苷酸产品实现量价齐升，

对公司利润形成非常有效的补充，确保了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在稳定基础上保持增长。 

3.继续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创造分享，将公司和核心管理团队利益绑定，分享公司长期

发展的胜利果实 

2018 年 6 月，公司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为 109 人，主要为公司核心

管理人员及业务技术骨干。公司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了 2018 年-2020 年实现的营业收

入分别不低于 122 亿元、145 亿元、170 亿元，或 2018 年-2020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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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低于 10 亿元、12 亿元、15 亿元。 

公司业绩层面，公司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126.48 亿元，净利润 10.2 亿元，符合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个人业绩层面，激励对象中 3 人离职，32 人因 2018 年个人层

面绩效未完成，不符合当期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88.54 万股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其余 74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持有的 705.4590 万股限制性股票解

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公司自身的行业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充

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保公司未

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在已有的体系模板上，将干部的小步快跑、生产工人能力认证工作常态

化、制度化，2019 年继续培养和引入各方面人才，为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进行人才储备。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

工具列报》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

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施行，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在其他境内上市企业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金融工具相关的会计政策内容进行调整，

并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新旧准则

转换累计影响结果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公司不涉及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

综合收益的调整。所以，执行上述新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自 2019 年第

一季度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爱军 

 

______________ 

2019 年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