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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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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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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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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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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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7,514,027.02 20,601,673,245.05 -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239,396,002.72 8,216,552,097.35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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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6,365,090.14 67,765,769.08 2,240.95 

营业收入 6,159,423,749.99 4,611,657,719.89 3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38,027,030.30 132,408,530.15 15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9,830,042.47 77,642,456.15 247.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08 1.66 增加2.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4 1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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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1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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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444,240,000 

胡继军 境内自然人 6.69 208,087,151 0 无  

建信基金公司－慧智投资 8 号

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19 99,279,338 0 未知  

杨维永 境内自然人 2.54 78,810,526 0 无   

王爱军 境内自然人 2.29 71,316,274 0 无   

梁宇博 境内自然人 1.73 53,668,518 0 无   

香港鼎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9 40,125,120 0 未知   

李宝骏 境内自然人 1.00 31,080,000 0 无   

何君 境内自然人 0.75 23,449,758 0 无   

杨维英 境内自然人 0.61 18,856,506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孟庆山、杨维永、王爱军、何君、杨维英为一致行动人，其所持

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已于 2014年 1 月 2日上市流通。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孟庆山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孟庆山及其一致行动人杨维永、王爱军、何君、杨维英 5 人 

变更日期 2015-03-18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详见 2015 年 3 月 19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上的公告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59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33.56%，其中国内市场实现

营业收入 45.78 亿元，同比增长 36.72%；国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按人民币计 15.81 亿元，同比增

长 25.18%。产品销量和产品价格的双重上涨带动了营业收入的增加。销量方面，报告期内，销售

大包味精 32.52 万吨、苏氨酸 9.03 万吨、98%含量赖氨酸 5.91万吨、70%含量赖氨酸 10.27 万吨、

色氨酸 853吨、黄原胶 8300 吨、肥料 44.37 万吨，淀粉副产品 27.26 万吨，各产品销量与去年同

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产品价格方面，大包味精均价同比增长 6.81%，苏氨酸同比上涨

15.73%，赖氨酸同比增长 11.52%。2015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8 亿元，

同比增长 155.29%，量价双重增长，导致公司利润增加。与此同时，除味精及谷氨酸以外的其他

氨基酸类产品收入贡献比重亦逐年上升，由年初的 35.95%已上升至 38.12%，收入占比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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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公司在巩固现有味精产品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将苏氨酸、赖氨酸、色氨酸、谷氨酰胺等

高附加值氨基酸产品作为未来重要盈利增长点的经营战略已见成效。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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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包括母公司在内的主体共 15 户，除母公司外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全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公司 100 100 

通辽绿农生化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公司 100 100 

廊坊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公司 100 100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公司 100 100 

梅花集团（额敏）氨基酸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公司 100 100 

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公司 100 100 

廊坊梅花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公司 100 100 

梅花集团国际贸易（香港）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公司 100 100 

拉萨梅花生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公司 100 100 

通辽建龙制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公司 100 100 

通辽市通德淀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公司 100 100 

大连汉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公司 100 100 

山西广生医药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公司 50.1342 50.1342 

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公司 100 100 

董事长：孟庆山 

 

——————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