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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8                           证券简称：晨光生物                           公告编号：2017-062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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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晨光生物 股票代码 3001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静 高智超 

办公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城晨光路 1 号 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城晨光路 1 号 

电话 0310-8859023 0310-8859023 

电子信箱 sesu@hdchenguang.com cgswgz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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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289,526,401.45 1,045,880,022.80 2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515,870.97 51,028,860.60 5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7,714,097.68 48,405,541.11 39.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2,700,669.11 272,903,478.97 10.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4 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6% 3.53% 1.5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423,911,464.28 2,492,400,096.21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65,435,999.76 1,503,033,843.04 4.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416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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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卢庆国 境内自然人 18.58% 68,162,489 51,121,867 质押 40,490,800 

李月斋 境内自然人 4.17% 15,288,118 11,466,087 质押 12,711,95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安逆向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93% 14,429,204    

重庆玖吉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6% 13,440,000 13,440,000 质押 12,600,000 

董希仲 境内自然人 3.56% 13,067,46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鹰稳健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1% 9,590,000    

雷远大 境内自然人 2.06% 7,563,000 7,560,000 质押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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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庆彬 境内自然人 1.90% 6,963,313  质押 236,040 

周静 境内自然人 1.75% 6,410,161 4,807,620 质押 5,6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量化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7% 6,142,88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股东李月斋女士为股东卢庆国先生妻弟配偶，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注：01 2017 年 04 月末公司股东总数为 8219 人；2017 年 05 月末公司股东总数为 8016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主业为细分领域——天然植物提取领域，拥有天然色素、天然香辛料和精油、天然营养及药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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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物、油脂和蛋白等四大系列产品。 

报告期，公司紧紧围绕长期战略发展目标——建设世界天然提取物产业基地，根据年度经营计划继续

推进“对外以客户为中心，对内以营销事业部为中心，生产为营销做好后盾，研发、质量、后勤、管理等

部门要为生产和营销做好服务的模式”，通过不断开拓、实施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了公司的综合竞

争力，使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增长。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851.59万元，同比

增长53.87%,,现将主要工作内容总结如下： 

1、营销、采购方面： 

制定了行情预测评价体系及考核标准，每月对各产品行情进行预测及分析；深入市场调研，完成了对

**国、**国市场分析、报告；与上下游客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实现战略合作2家，与国内3-4家同行保持

密切沟通，与国内同行探讨合作点，实现合作点3项；开展销售模式创新：结合试点产品库存量、成本，

与客户签订长期合同，实现了对库存试点产品的预售。 

完成了水M180H、M1505项差异化产品开发，满足了不同客户的需求；完成了市场现售脱色、无色辣椒

精中掺假（合成辣椒碱）鉴别技术的开发，在提高客户鉴别能力、满意度的同时，增强了客户对公司及公

司产品的认可。 

持续推进原材料采购模式创新，在印度实现辣椒收购提前检测定价、厂区内收购；在新疆开始推行辣

椒协议种植，未来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完善。 

通过参加油博会（北京、广州）、专业网站或杂志（川调会刊、食品科学、食品工业科技或天然成分）

等途径，塑造企业形象，不断做好产品宣传；筹办2017年植提桥年会，重点发展国内知名终端保健品生产

企业客户2家，推进了与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合作。 

终端保健品新品从原料销售、代加工着手，完成新客户开发（单一品种预计年加工量为600万粒），

合作批号4个；完成了自建商城的网站备案、支付功能开通，实现实时购买。 

中药业务方面开始发展业务，以代加工业务为切入点，签约了1家客户；完成了GMP车间建设，10个中

药提取物筛选，按照药典方法对工艺进行了确认，未来将进行下一步工艺优化。 

棉籽类产品加大与工厂化客户合作力度，持续开发工厂化客户，扩大公司在食用菌行业中影响，并加

大西部市场开发力度，大力推进差异化蛋白销售，继续加大力度挖掘超微粉市场潜力，在保持现有市场占

有率的情况下提升品牌价值，增加利润空间。 

2、研发、生产工艺方面： 

完成了子公司邯郸晨光及集团本部研发中心/研发平台扩建设计方案设计规划，为公司研发业务、研

发团队壮大提前做出准备。重新梳理了公司研发项目目标制定、项目规划、项目过程管理及相应考核方案，

根据项目重要程度，初步形成了“分级调度（公司级和部门级）”、“三重考核（创新工作、共性工作、

重点工作）”的工作机制；完善了专家委员会项目评审工作方案，且已开始试行；完成了项目开发小试、

中试工作标准化体系建立；通过各项措施，为公司研发人员、研发项目发展铺垫了“成长的土壤”。 

完成了精制工艺整体改进提升，利用分子蒸馏技术的优势，替代现有溶剂分离工艺，提升了生产环节

整体得率，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查找辅料替代品或改进优化配方，使辣椒精和辣椒红调配成本降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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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产品竞争力；完成辣椒红色素添加不同抗氧剂、不同添加量，分别在光、热、酸碱性以及其他特殊环

境条件下的稳定性测试，提升了产品稳定性；完成了辣椒红惰性气体保护专项工作，继续推进产品质量的

升级。 

完成了甜菊糖原料结晶生产RA97及提升透光度的工艺改进、完善；对甜菊糖节水方案、甜菊糖车间低

RB系统液处理工艺开发、肉桂生产实现套淋萃取等项目进行了梳理，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 

完成了水溶性咖啡豆提取物项目的开发工艺确定；棉籽糖、棉酚、蛋白肽等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工艺和

设备改进；棉仁等产品的检测和成分分析，确定出各部分的有效成分；调查棉籽蛋白肽的市场可行性及发

展潜力，结合公司现有技术，为产品延伸确定了方向。 

其他技改项目超声波强化混合油精炼试验、平板干燥机自控及余热利用方案等技改或工艺均按照年度

计划有条不紊的开展。  

安全生产方面：聘请了河北久运评价公司相关专家，对公司安全系统进行了诊断、升级；邀请专家对

电气管理人员和电工进行了安全培训；坚持日巡查、专项检查和综合检查，严格特种作业审批程序，认真

组织作业前的安全复查，为公司生产保驾护航。 

3、科技奖励/荣誉、项目建设： 

完成了项目资金、荣誉申报三年规划起草；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技术验收。 

完成了国家专利奖、中国质量标杆、番茄红素项目申报，河北省科技进步奖、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

进步奖等3项省级项目申报，绿咖啡豆提取物项目、保健油脂项目、2017年专项资金技术改造项目等8个市

级项目申报。 

完成了省国际标准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业厅走出去等项目资料上报，棉籽工程中心升级材料，晶体叶

黄素项目备案和节能审批，为后续项目的审批打下了基础；国内原材料产区子公司完成了三条前端生产线

及配套设施投建，为公司原材料基地扩大奠定了基础。 

4、其他方面： 

按照年度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入职培训、部门培训，轮岗等多种形式，创新人才引进和培养模式，不

断提升员工素质，通过对有潜力的员工定目标压担子，向后备主管或经理方向培养。 

组织评选先进、标兵，淘汰后进，逐步优化队伍；各制度主管部门对制度进行培训、检查及修改完善，

增强了制度的执行力，保障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完成了技能等级认定教材修订，开展理论培训，试行

“一带一”的培养机制，提高培训考核要求，提升了员工的各项技能；共完成了19名叉车工、2名电梯工、

2名制冷作业工、2名电工、3名焊工和4名锅炉工考试、内部认定。LIMS与NC系统对接、银企直联上线、成

品和固定资产条码上线运行等各项工作，进一步提升了IT化管理水平；利用公司微博、微信公众号宣传公

司，对外发布文章超40章/条，挖掘报道线索，向省级媒体和非指定国家媒体发布多篇公司宣传稿；征集

员工合理化建议约近千条，且部分已完成落实，并给予了奖励，激发了全员创新的热情。 

改变了职工餐厅供餐模式，推行自助餐形式，创新饭菜质量、服务水平等评价模式（微信、OA等），

提高了员工满意度；创新旅游方式，征求广大员工意见，增加了活动的灵活性；创新五一晚会活动形式，

丰富节目类型，成立了合唱队和太极拳队，组织了羽毛球比赛和单身员工联谊活动等提升了员工的幸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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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完成春季树木的补栽、移植和日常管护管理，各厂区绿化、美化方案在陆续实施（集团本部厂区所有

裸露土地撒种三叶草，栽种玉兰树50棵、冬青3000棵、月季100棵，法桐树38棵），提升了厂区整体环境。 

5、研发项目的进展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目标 截至6月末进展情况 

1 甜菊糖项目 
生产工艺开发及优化、指导完成生产转

化。  

按方案完成生产线改造，进行甜菊糖试

生产实验。 

2 棉籽糖提取和分离工艺  实现规模化生产，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按照完善后的小试工艺进行两轮中试，

验证了小试工艺可行性。 

3 番茄红素晶体制备工艺 
完成工艺开发、中试及试生产，产品满足

市场需求。 

完成两轮中试后，将中试产品送给客户

进行评价。 

4 皂脚综合利用项目 
完成工艺开发，实现皂脚制备酸化油及精

制油酸。 

根据客户反馈，重新设计方案进行小试

工艺完善。 

5 叶黄素酯工艺开发  
完成工艺开发及生产转化，叶黄素酯产品

满足市场需求。 
完成小试工艺开发，准备进行中试。 

6 红米红生产工艺改进  
完善红米红生产工艺参数，提升产品质

量，满足高端市场需求。 

按照实验方案，完成了小试工艺完善实

验。 

7 番茄红素微囊粉制备工艺 完成工艺开发，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进行了部分小试工艺开发实验，根据结

果制定下一步小试工艺开发方案。 

8 姜黄素制备工艺改进 完善姜黄素生产工艺参数。 
根据成分分析结果，查阅相关文献，确

定了小试工艺改进方案。 

6、技改项目进展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目标 截止6月末进展情况 

1 皂化生产线改造项目 
日处理量不低于15吨，吨原料加工成本降

低20%以上，色价得率提高3%以上。 

按照计划进行，已完成带料试车，正在

根据试车情况进行调整。 

2 
叶黄素皂化工艺改造项

目 

有效扩大产能，使叶黄素能够直接进入皂

化生产；项目成功后可适用于叶黄素、番

茄红、姜黄三种产品生产，从而达到优化

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品

质，满足市场需求的目标。 

正在进行试生产，试验皂化塔工艺。 

3 印度辣椒改造项目 提升生产能力、降低成本 已完成改造，投入生产。 

4 
甜菊糖污水处理改造项

目 

日处理甜菊糖废水1000吨，排水标准

≤300mg/L 

已完成改造，正常运行，日处理水量可

达1100方。 

5 葡萄籽浸提改造项目 
缩短拖链萃取时间，提高葡萄籽生产能

力。 
已完成改造，投入使用。 

6 烘缸安装项目 增加日处理废水能力。 已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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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污水处理蓄水液袋项目 
新液袋建成后，污水蓄水能力可增加4000

立方。 
已完成液袋增加。 

8 自动包装项目 

应用棉蛋白自动包装系统，从而提高整体

生产线自动化程度，降低车间人员劳动强

度、生产成本。 

正在进行设备改造，进入最终调试阶

段。 

9 机器人錾齿在建项目 
使用机器人錾齿以提高生产线自动化程

度、降低人员劳动强度、减少人员配置。 
已投入使用。 

10 树脂柱自动化项目 
大部分工序实现自控调整，大幅度的降低

岗位工作强度，稳定岗位工艺。 
自控线已基本安装完毕，正在调试。 

11 
2017年油溶萃取自动控

制 

提高自动化程度、稳定工艺参数，减少生

产人员工作量，生产操作实现自动控制功

能，努力实现“黑灯工厂”。 

已完成自控柜配线。 

12 
油溶萃取线扩能改造项

目 

通过改造投料量辣椒原料提高到100T/d、

万寿菊原料投料量提高到70吨。 
已完成设备确定，正在制作中。 

13 植物综合提取项目 

通过建设中药提取车间，促进公司中药类

产品提取进步及发展，提升公司在中医药

提取方面的竞争优势。 

已完成图纸设计，设备正在采购、制做

中。 

14 晶体叶黄素扩建项目 
提高现有生产线的产能、得率、降低生产

成本，满足叶黄素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已完成扩建方案设计，设备正在采购、

制做中。 

15 
葡萄籽提取物扩能改造

项目 

葡萄籽提取物投料量达 20 吨/天，提高自

动化控制，减少生产用工，降低成本。 

已完成方案规划，前期工作正在准备

中，设备或材料正在采购。 

16 
植物蛋白分部各车间年

度改造项目 

在同一生产线上，实现不同原料不同工艺

的生产，稳定过程控制，提高产品质量，

增加产品种类，降低消耗，提高自动化水

平。 

已完成改造方案出具，改造用设备或材

料正在采购或制做中。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A、变更原因、日期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新的会计准则。 

B、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

后续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C、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8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中的规

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及之后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D、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要求，财政部门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企业，企业应当将

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故公司冲减“财务费用”2017年半年度发生额1,259,800.00元，冲减“营

业外收入”2017年半年度发生额1,259,800.00元。该变更对公司2017年半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无重大影响，无需向以前年度追溯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1月1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建药物研发项目的议案》，为利

用公司在天然植物提取技术上的优势，加快公司大健康产业发展步伐，公司拟与以黄少林为主的技术管理

团队合作共同投建药物研发项目，并新设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具体筹建、运营。设立的子公司名称为“北

京晨光同创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设子公司拟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1960万元，各方约

定的持股比例为65%；黄少林等技术管理团队出资40万元，各方约定的持股比例为35%；本期该子公司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 

2017年1月1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建检测分析项目的议案》。为响

应国家对独立第三方检测的政策支持和鼓励，扩大公司在天然植物提取行业的影响力，公司拟利用集团公

司现有的检测资源，投建检测分析项目，并新设全资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具体运营（从事专业的检验、检

测、监测、评估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名称为“河北晨光检测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两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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