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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梅花集团 股票代码 6008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慧兴 付晓丹 

电话 0316-2359652 0316-2359652 

传真 0316-2359670 0316-2359670 

电子信箱 yanghuixing@meihuagrp.com fuxiaodan@meihuagrp.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2年(末) 2011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 

2010年(末) 

总资产 17,098,314,827.01 13,840,835,835.01 23.54 9,402,260,02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481,286,521.83 5,144,277,853.53 6.55 4,928,894,261.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09,515,400.62 465,791,757.50 181.14 494,028,978.47 

营业收入 7,469,678,130.63 6,866,208,468.85 8.79 5,015,053,98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07,832,328.60 719,501,893.74 -15.52 790,001,98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60,016,970.08 596,360,780.95 -6.09 676,952,869.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1.30 14.53 

减少 3.23个百

分点 
18.4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27 -18.52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27 -18.52 0.33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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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5,86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

数 68,62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报告期

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孟庆山 

境内自然

人 31.54 854,103,033 0 854,103,033 质押 323,000,000 

胡继军 

境内自然

人 13.64 369,394,122 0   质押 310,000,000 

鼎晖生物 境外法人 12.39 335,625,120 0   未知   

新天域生

化 境外法人 9.64 261,106,616 0   未知   

杨维永 

境内自然

人 2.91 78,810,526 0 78,810,526 质押 74,900,000 

王爱军 

境内自然

人 2.63 71,316,274 0 71,316,274 质押 71,316,274 

李宝骏 

境内自然

人 2.14 58,020,019 0   无   

梁宇擘 

境内自然

人 1.98 53,668,518 0   无   

王洪山 

境内自然

人 1.62 43,756,765 0 43,756,765 无   

五洲集团 

境内自然

人 1.29 34,919,966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孟庆山、杨维永、王爱军、王洪山为一致行动人。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氨基酸行业竞争激烈。各大氨基酸生产厂家产能集中释放，市场一时难以消

化，部分产品供过于求，产品价格持续走弱，而主要原材料玉米价格高位徘徊，导致生产成

本居高不下，压缩利润空间。 

报告期内，为抢占市场，消化库存，公司按既定的销售策略将产品价格保持在具有竞争

力的水平以增加销量，并打破"人不多干不好，不涨工资干不好"的传统思想，通过事前定预

算，事中用精益，事后评绩效的三步法，建立了一套简洁高效的管理标准化体系，并使之成

为常态化，为实现"做世界领先的氨基酸企业，做中国领先的调味品企业"的战略目标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2012 年公司坚持用"一切以经济效益为衡量干部及部门价值的标准,一切以务实、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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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导向为衡量干部的法则"作为对部门和人员的评判标准和奖惩规则，在氨基酸行业竞争

激烈的大环境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7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8.79%；归属于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6.08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15.52%；销量的增加导致收入增长，而原辅料

价格的上涨以及产成品价格的下降导致利润空间缩小。 

生产上，各生产单位以"精益管理、绩效考核"为手段，以"预算管理"为导向，以"质量

最好、成本最低"为目标，通过以调度为中心的生产运营模式，充分发挥调度系统平衡大局

的功能，降低能源及物料消耗。报告期内，公司首先规范了各岗位操作标准，梳理了各操作

环节安全隐患，通过标准化的推行，稳定生产控制，降低了生产成本。其次建立了晶种筛分

标准，加大中间产品的检测力度，提高了晶种质量，晶种质量的稳定为开拓新的客户提供了

保障。报告期内，主产品产量较年初预算数量均有一定的增长，谷氨酸生产成本比上年同期

降低 0.4 个百分点，谷氨酸发酵车间转化率全年保持在 60%以上。报告期内，新疆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经过生产调试准备、单体调试、联动调试等阶段，开始试生产。截止本报告出

具日，原料糖线、供热站、化工线运转正常。 

在原辅料供应上，以年初预算为总控目标，所有物料由公司本部统一采购，增强了物料

采购的议价能力，降低了采购成本。报告期内，在燃料采购方面，公司积极开发新的供应商，

通过与当地大型煤炭企业签订长期采购协议确保煤炭的及时供应，在保证燃料质量的前提

下，三地采购单价下半年比上半年环比降低 20%左右；在玉米采购方面上，为减少玉米价格

波动带来的影响，公司继续采用代收代储、市场收购、向国有粮库采购以及直接从农户收购

等多方式相结合的模式进行采购，减少了季节变换及单价波动对公司造成的影响，保证原辅

料需求的同时也减少了大宗原辅料对资金的占用。 

产品销售及渠道拓展上，公司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以"无库存、无在途、无死帐"为目

标，以"价格稳定、供货稳定、质量稳定"为销售策略，力争公司产品尽产尽销，并不断建立

和完善市场信息资料库，为公司战略决策提供支持。国际贸易方面，大品种氨基酸类与预算

相比，销量完成率达 109.8%。报告期内，国际市场上苏氨酸的需求增长给公司开拓新客户

创造了机会，苏氨酸国外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41%。赖氨酸由于产量有限，以满足国内需求

为主，直至 2012 年 9 月开始试订单出口。国内市场方面，实际完成原料味精销售 30 多万吨，

比预算增加 17.55%。核苷酸销售上，上半年主要以工业大客户为主，下半年调整了销售策

略，减少对大客户的供应，将味精和核苷酸实行捆绑销售，利用味精的优势，加强和味精合

作客户协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苏氨酸和赖氨酸国内销售方面，为了加深和正大、双胞胎、

温氏等大型饲料客户的合作，增设了成都、上海、广州 3个外设仓库，在节约长途运输成本

的同时，一方面与众多规模以上的终端饲料厂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帮助公司开

发了很多没有外设库无法合作的中小型终端客户。与此同时，为提高调味料的纯度，减少溶

解时间，报告期内，公司率先在东北三省和京津冀市场内推广 80 目味精，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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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7,469,678,130.63  6,866,208,468.85  8.79  

营业成本 5,768,073,971.22  5,186,576,058.86  11.21  

销售费用 331,094,476.03  316,471,285.95  4.62  

管理费用 332,767,402.48  346,591,675.31  -3.99  

财务费用 311,760,420.40  237,765,399.82  3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9,515,400.62  465,791,757.50  181.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8,928,637.53 -3,289,932,296.15  -4.2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4,505,645.63 3,470,951,008.85  -77.97 

 

2、 收入 

(1)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201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70 亿元，同比增长 8.79%，其中国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

57.99 亿元，同比增长 8.14%；国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按人民币计 16.70 亿元，同比增长

11.09%。驱动业务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产品销量的增长。 

 

(2) 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公司前五名销售客户销售金额合计 1,263,610,283.69 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6.93%。 

 

3、 成本 

(1)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

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生物发酵 产品制造成本 3,925,426,082.44 68.05 3,709,141,325.62 71.51 5.83 

氨基酸 产品制造成本 1,430,894,494.73 24.81 992,703,827.78 19.14 44.14 

肥料 产品制造成本 213,899,705.12 3.71 190,846,986.47 3.68 12.08 

化工 产品制造成本 174,312,939.69 3.02 269,471,212.45 5.20 -35.31 

材料销售及

其他 

材料成本及为

取得收入的支

出 

23,540,749.24 0.41 24,412,706.54 0.47 -3.57 

合计  5,768,073,971.22 100.00 5,186,576,058.86 100.00 11.21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

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味精及谷氨

酸 
产品制造成本 3,206,497,041.61 55.58 2,947,112,481.49 56.82 8.80 

氨基酸产品 产品制造成本 1,430,894,494.73 24.81 992,703,827.78 19.14 44.14 

有机肥、复 产品制造成本 213,899,705.12 3.71 190,846,986.47 3.68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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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 

硫酸 产品制造成本 0 0 178,757,574.52 3.45 -100.00 

淀粉附产品 产品制造成本 636,658,447.48 11.04 692,289,452.76 13.35 -8.04 

液氨 产品制造成本 174,312,939.69 3.02 90,713,637.93 1.75 92.16 

菌体蛋白及

其它 
产品制造成本 82,270,593.35 1.43 69,739,391.37 1.34 17.97 

材料销售及

其他 
 23,540,749.24 0.41 24,412,706.54 0.47 -3.57 

合计  5,768,073,971.22 100.00 5,186,576,058.86 100.00 11.21 

 

(2) 主要供应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为 9.96%. 

 

4、 费用 

本报告期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 31.12%，主要是本期借款增加，银行利息支出增加。 

 

5、 现金流 

1）、本报告期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181.14%，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销售

商品收款随营业收入增加而增加，同时本报告期代收代储玉米减少造成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减少。 

2）、本报告期筹资活动净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减少 77.97%，主要是本报告期减少借款

所致。 

3）、本报告期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13.09 亿元，实现净利润 6.08 亿元，差异原因主要是

本期折旧增加及存货减少所致。 

 

6、 其它 

(1)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20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之后，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

通知书》（中市协注[2012]CP303 号），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发行完毕。 

2.公司申请发行 19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已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经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之后，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和 2012 年 4 月 5 日发行完毕。 

3.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案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1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国内资本市场环境有所变化，为保证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顺利进

行，在 2012 年度召开的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和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对原方案进行了修

订。2012 年 9 月 2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262 号），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方式向 6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39,999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本次发行的 A 股股份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于 2013年 3月 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

限售手续。（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3 日公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

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13-003） 

 

(2) 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巩固并发展公司主导产品，扩大产品规模，在继续保持并扩大味精领

先地位的基础上，推动发展呈味核苷酸、小包装品牌味精和酱油等其他调味完善营销体系，

优化市场布局，同时利用谷氨酰胺在医用氨基酸的优势市场份额和营销网络，带动其他医用

氨基酸品种的发展。 

2.因公司自身的发展需要，加上生物发酵行业的竞争加剧对公司的技术研发水平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公司将在现有技术水平基础上，通过系统的研发投入，构建完善菌种培育系统

和发酵技术工艺体系，提高微生物菌种开发、培育、加快发酵装备全自动化进程，使企业在

发酵工程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生 物 发

酵 
4,944,679,820.00 3,925,426,082.44 20.61 4.21 5.83 

减少 1.22个

百分点 

氨基酸 1,897,100,899.14 1,430,894,494.73 24.57 28.39 44.14 
减少 8.25个

百分点 

肥料 334,741,194.31 213,899,705.12 36.10 48.97 12.08 
增加 21.03

个百分点 

化工 245,705,897.98 174,312,939.69 29.06 -33.15 -35.31 
增加 2.38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味 精 及

谷氨酸 
3,957,164,942.66 3,206,497,041.61 18.97 3.67 8.80 

减少 3.82个

百分点 

氨 基 酸

产品 
1,897,100,899.14 1,430,894,494.73 24.57 28.39 44.14 

减少 8.25个

百分点 

有机肥、

复合肥 
334,741,194.31 213,899,705.12 36.10 48.97 12.08 

增加 21.03

个百分点 

硫酸 0 0 0 -100.00 -100.00 
减少 13.6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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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 粉 附

产品 
771,254,035.38 636,658,447.48 17.45 -1.79 -8.04 

增加 5.61个

百分点 

液氨 245,705,897.98 174,312,939.69 29.06 53.01 92.16 
减少 14.45

个百分点 

菌 体 蛋

白 及 其

它 

216,260,841.96 82,270,593.35 61.96 51.49 17.97 
增加 10.81

个百分点 

1)、 公司报告期内生物发酵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4.21%，毛利率较上年同期

减少 1.22 个百分点，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通辽基地产量增加所致；但由于玉米、原煤等

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造成毛利率有所下降。 

2)、 公司报告期内氨基酸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28.39%，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减

少 8.25 个百分点，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通辽基地产量增加所致；但随着氨基酸行业产能

扩张伴随的激烈竞争及原材料成本的上涨造成毛利率有所下降。 

3)、 公司报告期内肥料行业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48.97%，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长

21.03 个百分点，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通辽基地产量增加所致；同时毛利较高的有机无机

复混肥和硫酸铵销售增加造成毛利率有所上升。 

4)、 公司报告期内化工行业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33.15%，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长

2.38 个百分点，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年注销子公司廊坊建龙制酸有限公司硫酸销售减

少所致；但由于毛利较高的液氨产量增加造成毛利率有所上升。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5,799,370,065.64 8.14 

国外 1,670,308,064.99 11.09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863,607,411.88 5.05 1,862,868,600.12 13.46 -54.00 

应收票据 353,160,224.69 2.07 54,719,220.00 0.4 545.00 

预付款项 819,036,895.74 4.79 1,826,380,874.46 13.2 -55.00 

其他应收款 31,008,199.29 0.18 51,096,929.99 0.37 -39.00 

在建工程 6,514,739,811.73 38.1 1,306,954,507.51 9.44 398.00 

商誉 11,788,911.79 0.07 18,079,863.29 0.13 -35.00 

递延所得税

资产 
10,633,346.68 0.06 7,573,739.31 0.05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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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

资产 
423,236,819.24 2.48    

短期借款 2,976,839,312.50 17.41 4,260,003,491.63 30.78 -30.00 

应付票据 165,500,000.00 0.97 315,650,000.00 2.28 -48.00 

应付款项 1,976,865,223.02 11.56 686,636,541.98 4.96 188.00 

应交税费 -260,020,837.67 -1.52 -434,752,747.34 -3.14 40.00 

应付利息 160,468,447.14 0.94 82,901,085.19 0.6 94.00 

其他应付款 380,588,966.48 2.23 202,611,521.71 1.46 88.00 

长期借款 1,400,000,000.00 8.19 2,320,000,000.00 16.76 -40.00 

应付债券 1,885,035,664.59 11.02 990,311,662.40 7.15 90.00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600,000,000.00 3.51    

其他流动负

债 
1,995,968,333.89 11.67    

其他非流动

负债 
54,556,053.56 0.32 38,200,000.00 0.28 43.00 

货币资金：本期支付在建工程款项增加 

应收票据：本期销售增加、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比例增加 

预付款项：预付工程款已在在建工程核算 

其他应收款：本期收到上期出口退税、收回通辽科尔沁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借款 

在建工程：按工程进度投入 

商誉：本期处置前期非同一控制下子公司导致商誉减少 

递延所得税资产：内部销售未实现毛利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期预付设备款、待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在其他非流动资产反映 

短期借款：期末短期借款到期已归还 

应付票据：期末到期票据已承兑 

应付款项：在建工程增加，需要支付的工程款增加 

应交税费：固定资产尚未抵扣进项税在其他非流动资产反映 

应付利息：借款、债券增加导致应付利息增加 

其他应付款：借入通辽科尔沁区财政局款项、债券承销费增加 

长期借款：长期借款中有 6 亿元在 2013 年到期，在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反映 

应付债券：新增发行中期票据 9 亿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中有 6 亿元在 2013 年到期，在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反映 

其他流动负债：新增发行短期融资券 20 亿元 

其他非流动负债：本期收到配套设施补助 1,792 万元 

 

(四) 核心竞争力分析 

1.独特的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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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及装备优势 

目前，公司谷氨酸生产采用最新引进并自行改良的菌种和新型的发酵工艺技术，产酸高，

能耗低。提取工艺采用连续等电和转晶工艺，有利于环保治理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味精结晶

工艺采用连续结晶技术，自动化程度高，可有效提高产品质量，降低能耗指标。主要生产线

均采用行业中知名企业生产的设备，关键生产设备采用国际先进的设备，工艺参数控制稳定

且节能效果良好。各基地生产线生产装备部分达到国际标准，大幅提高了公司设备的整体现

代化水平。 

（2）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研发中心拥有优秀的研发团队，目前科研、技术人员近 200

名。公司与中科院、复旦大学、江南大学（原无锡轻工学院）等院校开展合作研究开发，并

聘请行业内专家作为兼职研究员开展研发工作。 

目前公司在菌种改良、发酵提取和全自动化生产成果基础上开发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成套工程化技术，已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物发酵工程化技术和产业技术创

新基地，是国内推动生物发酵产业科技创新的骨干单位之一。 

2.多产品协同效应优势 

公司生产的味精和氨基酸产品在原材料供应和生产工艺上存在较大的相似性。赖氨酸、

苏氨酸、色氨酸、脯氨酸、异亮氨酸等全系列氨基酸产品与原有的副产品玉米胚芽、蛋白粉

等在销售方面将对饲料企业（尤其是全价配方饲料企业）形成良好的一次性配套服务和销售

协同效应，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因此，多产品生产使得公司在供、产、销及研发等方面

较竞争对手获得更佳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产品协同效应优势。 

 

 

(五)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

象名称 

最初投资金

额（元） 

持有数量 

（股）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 

期末账面价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报告期所

有者权益

变动（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西藏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45,000,000 45,000,000 3 45,000,000   
长期股权

投资 
自有资金 

合计 45,000,000 45,000,000 / 45,000,000   / /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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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托贷款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核字【2012】105 号《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暨非

公开发行 90,000 万股股票仅涉及以发行股票形式购买原梅花集团股东所持公司的权益，未

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梅花集团之全资子公司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梅花"）主要产品为

味精及氨基酸，属制造业，注册资本 18 亿元，法定代表人孟庆山。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通辽梅花总资产 77.04 亿元，净资产 36.45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64.01 亿元，净利润 8.82

亿元。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年度投入金

额 

累计实际投入

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在额敏投资建

设年产 30 万吨

复混（合）肥综

合项目 

200,000 筹备 1,683.93 1,683.93 0 

2012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在额敏投资建

设年产 30 万吨复混合肥项目的议案，随后公司开始了项目的前期工作。由于 2012 年下半年

开始，谷氨酸产品的行业整合加剧，导致市场低迷，毛利率下降，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立项、

环评、设计等前期工作，未进行近一步的投入建设。 

 

二、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2013 年，大部分氨基酸产品进入产业周期的竞争、整合阶段，供需仍是产品价格的主

导因素。各主要产品的行业竞争格局将陷入 3-5 个"寡头"僵持不下的情形，各主要产品的市

场价格依旧不容乐观。未来如何发展，将是宏观经济环境、各个竞争企业的总体策略、市场

需求增长速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二) 公司发展战略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做世界领先的氨基酸企业，做中国领先的调味品企业”的战略目

标，一方面以资源、产业链、规模为竞争优势，成为全球顶级工业企业的最大供应商；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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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 工业品大客户销售策略，继续扩大产能，保持行业绝对领先优势；通过精益和信息化，

形成复制能力，不断完善产业链，优化产业布局；另一方面以“打造百船，完成百吨，拓展

百城，实现百亿”为运营模式，成为全国调味品旗舰品牌；坚定大客户下的深度分销模式，

通过和经销商利益一体化，形成渠道优势；通过精益和信息化建立 B2C 运营模式，实现"自

建+并购"的扩张，实现品牌提升。 

 

(三) 经营计划 

2013 年是公司积极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牢固树立行业领先地位的关键一年，全

年工作将紧紧围绕"全员经营，全员绩效"的指导方针展开，深入贯彻"明确目标、划清责任、

严格管理、持续变革"的工作要求。2013 年核心工作措施是：以预算为目标，要求各部门和

各级干部以年度预算为经营总纲，在有预算、有预案的前提下，展开全年工作；以精益为手

段，用创新精神推进涵盖生产、工艺、设备、质量、安全、环保、人力等领域的生产管理标

准化体系建设；以高效为导向，明确各部门的使命价值和职责范围，回归责任，精简制度，

缩短流程，提高效率；以绩效为杠杆，用经济效益和财务结果衡量各级干部和员工的业绩，

严肃绩效考核，不搞平均主义，树立领先榜样。 

在 2013 年新形势下，传统大宗发酵制品（如：味精）的竞争力明显减弱，新型生物发

酵制品（医药中间体、生物基材料等）将不断冲击市场，单一注重产业链纵向延伸的传统生

产企业已经开始渐渐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因此，公司在追求企业产业链纵向延长的同时，

更注重产业链条的横向拓广，理性追求产业链的立体化打造，提高企业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能

力，公司通过自身的技术研发，在普鲁兰糖生产技术难点上获得成功突破，拟投资新建普鲁

兰糖项目，实现公司由传统制造大领域向医药原料细分领域的拓展。 

 

(四)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公司项目所需资金将通过向银行直接贷款融资和其他间接融资的方式解决。 

 

(五) 可能面对的风险 

1.市场风险 

（1）受经济周期影响的风险 

公司的产品主要应用于餐饮行业、食品加工业和饲料加工业，下游行业与国民经济发展

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国民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一般而言，在宏

观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行业前景和市场需求都将看好；反之，则会出现市场需求萎缩，经

营风险增大，投资收益下降。因此，能否正确预测国民经济发展周期的波动，并针对经济发

展周期各个阶段的特点相应调整公司的经营策略和投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的业

绩。 

（2）市场竞争风险 

随着调味品和氨基酸市场的发展和行业竞争的加剧，企业优胜劣汰的趋势正逐步显现。

尤其是我国加入 WTO 后，市场逐渐全面开放，除了国内新投资者的不断加入，大量拥有资

金、技术和管理优势的海外厂商也积极介入国内市场。公司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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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市场竞争加剧会导致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和人员成本的上升，同时导致产成品供

给阶段性过剩、销售价格阶段性下降，从而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行业激烈

的市场竞争可能降低公司的市场份额，对公司产品的价格及盈利造成不利影响。 

（3）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中玉米和煤的采购约占生产成本的 60%以上。最近三年，公司玉

米及原煤采购均价处于上升态势。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全球粮食产量波动和人口增长压力

的影响，上述原材料在可预见范围内价格将继续保持总体上升趋势。公司产品价格的上涨可

能存在滞后效应,或公司不能完全通过产品价格上涨来消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因此原材料

价格上升可能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管理风险 

（1）业务快速拓展所引致的风险 

公司近几年来经营情况良好，规模得到快速扩张。2009 年至 2011 年公司的总资产、净

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45.13%、14.90%、29.70%和 7.55%。

未来几年，公司仍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趋势。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业务范围的拓宽对企

业的资金、管理能力、治理结构、决策制度、风险识别控制能力、融资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倘若公司未能同步建立起相应的规范有效的控制机制、提高运营水平，将会对公司业

务拓展的成效、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消除盲目扩张对公司产生的不利影响，公司对新增投资事项设立了严格的审批程序，

属于对外投资的事项统一由董事会审批，超出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外的由股东大会审议。 

（2）大股东控制风险 

孟庆山持有公司 31.54%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孟庆山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 40.64%的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虽然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和公司治理结构，力求在制度安排上防范实际控制人操控公司现象的发生，且公司也未发生

过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股地位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但由于大股东可能与其他股东存在

利益上的冲突，公司仍存在大股东控制的风险。如果控股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对公司

董事会的影响干预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有可能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降低大股东控制风险，避免同业竞争，防范关联交易，孟庆山

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相关的承诺函，详见本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 八 承诺事项履行情

况”章节。 

3.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外销出口主要采用美元结算，2005 年 7 月 21 日以来我国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

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较大幅度升值，在以美元标价的销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的本币收入

下降，导致产品的毛利率有所降低。如果未来人民币汇率发生较大波动，将会对公司经营产

生一定的影响。 

4.股市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时也受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利率和汇率的变化、股

市的投机行为以及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波动等影响。由于以上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公司

股票可能会产生脱离其本身价值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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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与上年相比本年新度增合并单位 3 家：廊坊梅花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及梅花集团（额敏）氨基酸有限公司。该等公司均系本年度新设立的子公司。 

与上年相比本年度减少合并单位 1 家：廊坊建龙制酸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2012 年度注销。 

 

 

董事长：孟庆山 

 

 

________________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4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