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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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刘现芳
0316-2359652
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66号
mhzqb@meihuagr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18,330,764,902.27
8,765,555,947.08
本报告期
（1-6月）
1,005,739,917.04
8,137,117,767.97
635,744,288.10

19,317,701,400.77
8,979,234,137.96

780,918,466.20
6,980,019,345.19
664,048,726.0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5.11
-2.3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8.79
16.58
-4.26

560,365,034.04

583,369,406.48

-3.94

6.94
0.20
0.20

7.03
0.21
0.21

减少0.09个百分点
-4.76
-4.76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上年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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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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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6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

持股比

持股

例(%)

数量

境内自然人

27.55

854,103,033

0

质押

国有法人

4.89

151,485,962

0

未知

胡继军

境内自然人

4.51

139,792,151

0

质押

杨维永

境内自然人

2.54

78,810,526

0

无

王爱军

境内自然人

2.30

71,316,274

0

无

未知

2.26

69,979,856

0

未知

未知

2.03

62,796,15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1.76

54,508,518

840,000

无

其他

1.48

45,847,603

0

无

未知

1.05

32,526,600

0

未知

股东名称

孟庆山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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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梁宇博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售条件的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股份数量

227,760,000

82,900,000

上述股东中，孟庆山、王爱军为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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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为对冲疫情不利影响，2 月份以来国内宏
观政策明显加大了对冲力度，包括加大专项债发行、降息与定向降准、定向增加再贷款规模、小
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有力地支撑了经济触底反弹，后续随着国内疫情好转，消费缓慢复苏，
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幅逐步收窄。具体到公司所处的生物发酵行业来看，原材料端玉米现货行情
火爆，价格底部抬升并持续上涨。动物营养氨基酸产品端价格理性回归，产品售价同比环比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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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版块毛利率同比增加 6.05%，环比增加 9.57%；食品添加剂方面受制于下
游餐饮消费需求复苏缓慢，毛利率同比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一）行业情况
自 2015 年国家临储玉米托市政策取消后，玉米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去库存效果明显，上半
年国内玉米价格持续上涨。一季度疫情下交通管制导致玉米现货流通不畅，叠加东北市场化收购
利好政策的支持出现了“抢粮”现象，拉动价格上涨，二季度基层余粮见底加上临储拍卖政策提价
的传闻以及全球疫情的持续发酵，导致玉米贸易商屯粮并挺价惜售，玉米涨至高位，5、6 月份受
临储玉米连续五次拍卖均出现高成交及高溢价影响，玉米现货行情继续稳中走强，主要掌控在贸
易商手中的玉米流入市场成交的数量依旧有限，加上后续降水频繁影响运输，终端玉米库存偏紧
张，玉米价格持续上涨。2020 上半年玉米均价 1960 元/吨，环比上涨 3.43%，同比上涨 5.95%（数
据来源：博亚和讯）
。

数据来源：wind
1. 动物营养氨基酸产品
动物营养氨基酸产品以赖氨酸、苏氨酸为主，近几年来，赖氨酸、苏氨酸在饲料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下游需求的复合增长率在 10%左右。
赖氨酸是饲料营养强化剂，具有增强畜禽食欲，提高抗病能力，提高瘦肉率，改善肉质，提
高饲料蛋白的利用率，减少粗蛋白质用量的作用。报告期内，赖氨酸供应端受新冠疫情影响，2
月份国内运输及人员流动受限，行业平均开工率下降，第二季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原料供应陆
续恢复，行业整体开工率回升，出口量不断增加，1-4 月份 98%赖氨酸出口同比增加 65%，尤其
是欧洲出口量同比增加一倍，70%赖氨酸出口同比增加 15%，需求端上半年生猪、禽类存栏逐渐
增加，需求缓慢回暖，行业整体盈利能力环比大幅改善。
苏氨酸（L-苏氨酸）是动物本身不能合成，但又十分需要的氨基酸，可调整饲料中氨基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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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促进生长、改善肉质、改善氨基酸消化率低的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有助于节约蛋白质资源、
降低饲料原料成本、降低畜禽粪便和尿液中的含氮量，降低畜禽舍中氨气浓度及释放速度，广泛
添加于仔猪饲料、种猪饲料、肉鸡饲料、对虾饲料和鳗鱼饲料中。苏氨酸同赖氨酸一样，一季度
受疫情影响，原材料供应阶段性紧张，行业平均开工率一度降至 50%，后疫情形势好转，运输恢
复，生产复工，行业开机率回升。报告期内为减轻国内供应压力，国内生产厂家增加出口份额，
且受成本高企及出口提振，国内市场价格持续向好，2020 年 1-4 月苏氨酸出口量同比增加 11%，
上半年苏氨酸市场价格环比上涨 10.94%，同比上涨 1.30%（数据来源：博亚和讯）。
报告期内，生产上公司利用标准化紧盯关键控制点，赖氨酸、苏氨酸各生产线产线利润均有
提高，质量控制上严格按照防染菌五步法开展工作，产能利用率未受疫情影响，开工率基本维持
在九成以上，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销售上，抓住公司获欧盟准入的契机，加大 98%赖氨酸在欧
洲地区的出口量并顺势提高产品价格，高价值欧盟市场份额增加，产品毛利率提高，达成了公司
的目标。
2.鲜味剂产品
公司鲜味剂产品主要包括味精（99%味精又称谷氨酸钠）、I+G（学名呈味核苷酸二钠）两种
产品。“味精”又称“味素”，是调味料的一种，主要成分为谷氨酸钠，是氨基酸的一种钠盐。谷氨
酸是组成蛋白质二十多种氨基酸之一，它广泛存在于动植物蛋白质中，如：大豆蛋白，小麦面筋
以及常用的食物。味精成品为白色柱状结晶体或结晶性粉末，是目前国内外广泛使用的基础增鲜
调味品之一。此外，味精作为一种重要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内方便食品、肉类制品、香精料制品
等行业的应用同样非常广泛。I+G 为白色至米黄色结晶或粉末，味鲜，与谷氨酸钠合用有显著的
协同作用，是方便面调味包、调味品如鸡精、鸡粉和增鲜酱油等的主要呈味成份之一，与谷氨酸
钠（味精）混合使用，其用量约为味精的 2%-5%，有“强力味精”之称。
从全球供需来看，因国内规模化高度集中带来的低生产成本，味精 70%以上的产能在中国，
国外生产企业主要是味之素，其产能分布在越南、泰国、印尼等地，美洲、欧洲也有涉及。需求
端主要分食品加工、餐饮消费、家庭消费三个领域，其中食品加工领域占需求量的六成以上。卓
创资讯数据显示，2020 年上半年受成本压力影响，国内宁夏可可美停产，1-6 月份国内味精产量
115.9 万吨，同比减少 10%，因餐饮需求复苏缓慢加上 6 月份个别地区公共卫生事件反复，预估味
精需求量同比下滑 4.4%左右。受益于国内味精出口退税且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国内企业纷纷
增加出口以缓解国内供应压力，1-5 月份总出口量同比增加 23%。
3.人类医用氨基酸产品
公司的人类医用氨基酸产品包括谷氨酰胺、亮氨酸、异亮氨酸、医药级缬氨酸、肌苷、鸟苷、
腺苷、脯氨酸等产品，公司凭借在生物发酵领域的规模化优势及大的发酵技术平台优势，在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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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氨基酸即人类医用氨基酸产品领域拥有非常显著的成本优势，取得了很高的市占率。近几年，
小氨基酸产品在公司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大概在 5%左右，但该版块的综合毛利率维持在 40%左右，
个别产品如脯氨酸、鸟苷、肌苷上半年毛利率维持在 60%左右，同属高附加值的“小而美”产品，
也属于公司未来重点发力的产品之一。
从各产品用途来看，谷氨酰胺、亮氨酸、异亮氨酸、医药级缬氨酸除可用于大运动量后快速
补充能量的运动营养饮料中外，还可用于丙谷二肽的生产及添加于其他营养注射液、保健口服液
等；核苷类产品鸟苷、肌苷、腺苷作为原料用于生产抗病毒药物的原料药，脯氨酸作为原料可用
于生产普利类降压药的原料药。
4.胶体、多糖类产品
胶体类主要包括黄原胶，是目前国际上集增稠、悬浮、乳化、稳定于一体，性能优越的生物
胶，黄原胶因下游应用领域不同，又分为食品级黄原胶和石油级黄原胶，目前市场集中度很高，
前两家生产企业的市占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近几年综合毛利率维持在 30%以上。多糖类主要是
海藻糖，海藻糖是一种典型应激代谢物，能够在冻结、干燥、高渗透压等严酷的环境下，在细胞
表面形成保护膜，有效地保护生物分子结构不被破坏。海藻糖不仅在食品行业有广泛的应用，在
化妆品中添加能有效地保护表皮细胞膜结构，活化细胞，保持皮肤原有营养和水分，避免皮肤晒
伤及黑色素沉淀，还具有将外来的热量辐射出去的功能，有效抵抗皮肤老化现象，可温和滋润肌
肤，使肌肤莹亮、光泽、柔嫩、健康自然有弹性。海藻糖作为新一代的超级保湿因子将成为化妆
品市场消费的一个热点。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疫情带来的各种影响，生产、销售通过标准化的持续推进和执行，产品
供应和销售出货两不误，实现销售收入 81.37 亿元，同比增长 16.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36 亿元，同比略有下降，与去年下半年相比，环比增长 96%。因白城 40 万吨赖氨酸产能
全部释放，动物营养氨基酸版块收入由去年同期的 30.22 亿元增加至 41.28 亿元，在整体营业收入
中的占比由 43.30%增加至 50.73%，在毛利中的占比由 24.20%增加至 44.10%，版块整体毛利率由
上年同期的 14.08%增加至 20.12%。食品版块受疫情影响下游餐饮需求恢复缓慢，该板块整体收
入占比由去年同期的 43.07%下降至 36.09%，毛利占比由 57.05%下降至 38.25%。受益于丰富及多
元化的产品组合，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保持稳定，2020 年 1-6 月份公司综合毛利率 23.2%，净利
润率 8.0%。
报告期内：
1.标准化管理在生产、销售上的持续推进和执行，保证了生产和销售的稳定
国内疫情防控期间，公司三大生产基地内蒙古通辽、新疆五家渠、吉林白城克服生产复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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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供应的制约，在部分生产管理干部无法及时返岗的情况下，各生产基地通过标准化的持续执
行和推进，工艺上紧盯关键控制点，质量上严格按照防染菌五步法开展工作，稳定生产秩序，提
升生产指标，降低生产成本，开工率基本未受疫情影响，安全、质量、环保多方面工作齐头并进，
大部分产线利润稳中向好。
报告期内，销售公司克服国内外疫情导致的海内外人员流动受限、海外贸易回款放缓、新增
客户无法验厂等方面的影响，按照销售标准化手册的要求，坚持二八法则，紧盯重点客户，提高
高价值客户的连续进货稳定度，在赖氨酸、苏氨酸、味精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基本实现了尽产尽
销，其中动物营养氨基酸产品销量增加 24.27%，食品味觉性状优化产品销量增加 10.21%。在扩
量的同时，上半年公司抓住获欧盟准入的契机，98%赖氨酸加大在欧洲地区的出口量并顺势提高
产品价格，高价值欧盟市场份额增加，提高了产品的整体毛利率，报告期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81.37
亿元，同比增长 16.58%，达成了公司的预期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在吉林白城新建的年产 25 万吨味精项目，尽管因疫情影响复工时间较预期晚，
但后续公司项目人员及相关外协单位加班加点抢工期，目前计划于第四季度投产试车。该项目投
产后，公司味精产能规模将达百万吨级，因公司在食品添加剂上的成本、规模及产品组合优势，
未来必将重塑行业格局，增加产品定价权，提高整体盈利水平。
2.推进物流运营、设备管理等方面的变革，减少损耗，提高整体运营效率
针对日常生产管理中的难点、痛点，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高效物流、设备管理等专题项目
组，通过公开竞聘方式招募项目组成员，在项目运行过程中，通过搭建运行体系、建立制度流程，
培养后续人才梯队。
为减少车辆在厂装卸车时间，降低损耗，优化物流运营标准，从物料入厂、成品出厂两个方
面，公司与科箭合作，借助科箭 TMS 运输管理云，打造公司、物流公司及合作伙伴（承运商及司
机）通过互联网或手机访问的共享云平台，实现运输工作协同化及流程 360 度可视化，实现公司
高效物流转型，提高内部运营效率。报告期内项目方案设计完成，目前已在通辽基地试点运行。
报告期期末机器设备的账面价值为 59.21 亿元，为降低设备运行成本，减少故障停机时间，
公司成立了设备管理项目组。项目组以设备的全生命周期为出发点，通过梳理各种设备日常管理
流程，确定设备管理的标准和方法，降低不必要的维修费用。报告内通过对全部设备的一一盘验
摸底，项目初步方案已设计完成，后续将在生产基地试点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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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7]22 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14 号—收入>的通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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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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规定，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新收入准则。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中五、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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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
2020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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