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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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1.2

股票简称

梅花集团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60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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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末)比上

币种：人民币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18,713,590,263.14

17,098,314,827.01

9.45

13,840,835,835.01

8,027,109,018.71

5,481,286,521.83

46.45

5,144,277,853.53

983,274,765.56

1,309,515,400.62

-24.91

465,791,757.50

7,780,383,313.62

7,469,678,130.63

4.16

6,866,208,468.85

403,697,648.48

607,832,328.60

-33.58

719,501,893.74

217,052,593.19

560,016,970.08

-61.24

596,360,780.95

5.50

1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2

-40.91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2

-40.91

0.27

总资产

年(末)增减（%）

2011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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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减少 5.8 个百分
点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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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58,8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61,204

日末股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持股总数

例(%)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件股份数量

数量

孟庆山

境内自然人

27.48

854,103,033

854,103,033

质押

790,070,000

胡继军

境内自然人

11.88

369,394,122

0

质押

310,000,000

境外法人

8.10

251,625,120

0

无

境外法人

5.70

177,106,616

0

无

3.59

111,640,000

111,640,000

未知

香港鼎晖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新天域生化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建信基金公司－慧智
投资 8 号结构化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维永

境内自然人

2.54

78,810,526

78,810,526

质押

74,900,000

王爱军

境内自然人

2.29

71,316,274

71,316,274

质押

71,316,274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

境内非国有

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

2.10

65,170,000

65,170,000

未知

昆明盈鑫叁壹投资中

境内非国有

心（有限合伙）

法人

2.05

63,800,000

63,800,000

未知

李宝骏

境内自然人

1.87

58,020,01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3

上述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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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3 年中国已经成为发酵类氨基酸的主产区，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三大品种竞争
激烈。受 2013 年 H7N9 等事件的影响，市场消费信心减弱。报告期内，整体养殖形势低迷，
氨基酸市场需求下降，大部分氨基酸类产品在成本高启的前提下，产品价格进入历史性低位。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创新，挖掘潜力，在"全员经营、全员绩效"的经营方针指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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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以年度预算为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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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市场环境持续低迷以及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公
司销售收入稳中有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80 亿元，同比增长 4.16%，其中国
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 53.40 亿元，同比下降 7.92%；国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按人民币计 24.40
亿元，同比增长 46.09%。驱动业务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产品销量的增长。由于市场需
求疲软，产品价格下降，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04 亿元，同比减少
33.58%。
大宗原材料采购方面，2013 年国内玉米市场整体保持平稳震荡行情。报告期内，玉米
均价在 2000 元/吨（不含税，下同）左右,同比略有下降但变化不大。春节过后，气温升高，
农户售粮热情高涨，玉米市场供应增加，但下游需求疲弱，加上 H7N9 疫情侵袭，养殖业严
重受挫，玉米市场需求低迷，价格下降。5-7 月玉米价格维持上涨趋势，主要受收储延长政
策以及玉米临储政策提高支撑，玉米价格期中趋强。8 月之后因新陇共补，玉米市场供应充
足，价格进入下跌通道， 11 月之后，利好政策陆续发布，玉米价格缓慢爬升，预计近期国
内玉米价格仍将维持震荡行情。通辽基地玉米采购价格变动态势趋同于国内行情，新疆基地
因区位因素，与国内行情略有差异，但大致趋势不变。由于公司资源洼地选址带来的区位优
势，玉米采购单价略低于全国均价。
报告期内，通辽基地褐煤采购单价较 2012 年同比降低约 20%，高卡煤采购单价同比降
低 15%左右，但煤采购成本的减少幅度远远低于因产成品整体单价降低带来的营业利润的
减少。
味精及谷氨酸产品销售方面，报告期内，味精及谷氨酸实现营业收入 36.40 亿元，占总
销售收入的 46.79%，由于价格等因素影响，产品毛利率同比减少 3.39 个百分点。2013 年，
为降低促销费用，提高单位毛利率，保证盈利能力，公司变更既定的销售策略，味精销售由
原来的 3:3:3 模式向工业大客户倾斜。报告期内，销售谷氨酸 11 万吨，味精（谷氨酸钠）41
万吨，其中小包装味精 3.4 万吨，大包装味精 37.6 万吨。受行业竞争整合等因素影响，谷氨
酸及大包装味精价格自 2012 年 9 月始一路下滑，2013 年 6 月跌至低谷，其中大包装味精价
格低至 6154 元/吨，谷氨酸价格降至 7575 元/吨。与 2012 年相比，大包味精价格同比降低
10.94%，谷氨酸价格同比降低 10.4 个百分点。2013 年第三季度味精及谷氨酸价格虽有所上
升，但幅度较小。报告期内，因价格等因素影响，大包味精毛利率较 2012 年减少 5.61%，
谷氨酸毛利率减少 2.92%。
大品种氨基酸销售方面，公司坚定执行 B2B 工业品大客户销售策略，继续扩大产能，
保持行业领先优势。报告期内，苏氨酸及赖氨酸销售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21%。由于新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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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产能部分释放，报告期内，苏氨酸产量较 2012 年增加 2.7 万吨，受外部环境及市场需
求影响，苏氨酸价格自 2013 年 1 月一路下滑，于 2013 年 6 月跌至底部后有小幅度反弹，目
前保持震荡上扬趋势，预计 2014 年苏氨酸市场行情略优于 2013 年。与 2012 年相比，苏氨
酸销售均价每吨减少约 746 元，毛利率由 25.93%降低至 14.67%。报告期内，为拓宽产品销
售渠道，公司自 2 月份开始批量生产 70%含量赖氨酸，全年销售 70%含量赖氨酸达 4.4 万吨。
产量增加带来的收入增长不足以抵消因单价严重下降带来的营业利润的减少，98%含量赖氨
酸 2013 年均价较 2012 年减少 34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金额与实际到账时间均未达到原预定计划，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未按计划完成。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通过合法程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共人民币 2,452,947,508.70 元。具体募投项目情况为：小品种
氨基酸项目由于资金、市场等原因，目前尚未开始建设，苏氨酸产量符合预期，但产品单价
较预测相比降低约 29 个百分点，影响销售收入。赖氨酸、核苷酸项目投资、建设进度按计
划进行，但由于该项目采用创新工艺需进行生产磨合，试生产阶段较长，截止到本报告期末，
赖氨酸项目已正式投产，核苷酸项目尚在进行关键生产设备改造和调试中，由于正式投产的
时间推后，导致赖氨酸的产量较预测产量减少 42.63%，同时市场供需变化及禽流感影响，
赖氨酸销售单价较原预测单价下降 24.05%，上述因素使得营业收入大幅减少，未达到预期
收益；复混肥综合工程项目属于上述项目的配套工程，按计划完成了投资、建设，但由于主
产品赖氨酸、核苷酸等未按计划正式投产，导致该项目未按计划达到预期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自身技术研发，投资新建的普鲁兰多糖项目已投产运行。梅花集团
普鲁兰多糖胶囊工艺技术装备先进，产品质量能够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无明胶中
氨基酸的交联反应风险，释药速度相对较稳定，在低湿和高温环境中几乎不脆碎，囊壳性状
依然稳定。它的低氧透过率是羟丙甲基（纤维素）胶囊的 250 倍，明胶胶囊的 9 倍，可以为
内容物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延长产品保质期，增强药品性能稳定性。这对于我国南北温差
大，交通运输和零售终端存储条件不一的状况，普鲁兰多糖植物空心硬胶囊无疑为更多药厂
和保健品企业提供了解决方案。
预算及绩效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各部门以预算数据为标杆，建立并完善了绩效考核管
理体制。自 2013 年初推行绩效考核以来，员工绩效成果以通辽基地生产部门最为显著。在
绩效考核的牵引下，员工能够自发的进行岗位合并，在整体人工成本不增反降的基础上，提
升了岗位价值，大幅提高了基层员工薪资，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
2013 年，公司持续推行生产标准化，标准化改善项目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为最
终目标，贯穿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战略思想，最终降低员工劳动强度，稳定生产过程控制。
标准化顺利实施后，通辽基地原料糖生产线部分车间实现四班三运转，同时苏氨酸车间创造
了连续三个月零染菌的记录。
"向环境保护要效益"是梅花集团环境保护的工作方针，报告期内，公司全面开展清洁
生产，降低系统污染率，提高生产稳定性。谷氨酸生产线革除离子交换程序，不再产生高氨
氮、高硫酸盐废水，吨产品取水、排水、排液大幅下降；其次，通过"三级洗涤+静电除雾治
理技术"攻克行业难题、实现废气的达标排放；通过工业技术使得废液污水变废为宝，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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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MES 系统监控及调度实现风、水、电、汽能源平衡，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以上成
果不仅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重点工作，也为公司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报告期内，新疆梅花由于安全规章制度不健全、安全管理措施执行不到位，以及在设备
技术方面设计中不规范，以致 2013 年 12 月 20 日发生了因运输车辆故障而引发的粉尘爆炸
事件。针对“12.20”粉尘爆炸事件，公司专家小组结合现场实际安全生产管理状况，特制
定了“原料糖净粮爆炸原因分析和整改方案”。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此事件，内部控制小组对
此非财务报告重大内控缺陷进行全面整改，进一步优化了《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制定了风
险控制措施，规避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出现。
3.2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2014 年，行业继续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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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发展战略
未来公司继续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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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立足生物发酵产业，以氨基酸产品为新的增长点，在鲜味剂领域、饲用及药用氨基酸领域、
化工肥料领域、品牌调味产品等领域发展。公司将以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不断优化
产品结构，加快拓展国际业务，改进企业盈利模式，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全面提
升公司的管理水平、技术实力、创新能力。实现由单一产品生产为主，向产品多元化转变；
由国内市场为主，向国际国内市场并重转变；由传统的生产型制造商向新型服务型制造商转
变；由规模拉动型增长向技术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变。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西藏梅花生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在生物技术、生物制药、生物
新材料、生物环保等领域进行投资，打造公司高端生物制品的产业平台。未来，公司在传统
业务和产品平稳发展的同时，集中发展生物制药、生物新材料和生物环保等高壁垒、高技术、
高附加值、发展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实现公司的业绩提升、产业升级，同时与原有产品、
业务相结合，不断拓展延伸产业链，打造公司新的业务板块。新设生物投资公司由董事长孟
庆山先生直接领导，同时组建一流的管理团队、研发团队、营销团队，结合上市公司在资金、
管理、运营以及营销方面的优势开展业务，优化资源配置，迅速在生物科技领域拓展新业务。
在此产业平台上，公司收购大连汉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简称“汉信生物”），其先进的汉逊
酵母表达平台已在乙肝疫苗领域取得了领先的市场地位及具有影响力的产品品牌，基于 vero
细胞狂犬疫苗产品的开发亦具有良好的增长潜力，此外汉信生物的流感疫苗也即将上市。
汉信生物已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流感病毒裂解疫
苗药品注册批件，并且，该公司流感疫苗 GMP 认证已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完成审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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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以此为起点，引入行业内顶级技术团队打造公司的疫苗业务板块，使公司在生物疫苗
领域做大做强。
未来公司将继续通过技术引进，合资参股，并购等方式，在新的业务板块继续拓展业务，
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净资产收益水平，谋求为公司股东带来更好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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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本年度新增合并单位 2 家：梅花集团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梅花集团（呼
伦贝尔）氨基酸有限公司。该等公司均系本年度新设立的子（孙）公司。

董事长：孟庆山______________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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