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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17-054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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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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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生物 股票代码 00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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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华阳 罗华阳 

办公地址 桂林市临桂县西城南路秧塘工业园 桂林市临桂县西城南路秧塘工业园 

电话 0773-3568809 0773-3568809 

电子信箱 luo.huayang@layn.com.cn luo.huayang@layn.com.cn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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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352,935.18 203,731,470.82 8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365,258.46 27,024,072.88 16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9,027,075.73 25,001,790.31 176.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012,111.19 92,873,187.36 -39.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6 1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6 1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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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0% 3.37%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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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2,972,672.84 2,431,269,694.87 1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6,800,170.73 845,734,726.59 8.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6,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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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本军 境内自然人 17.57% 76,840,512 57,630,384 质押 41,130,000 

姚新德 境内自然人 7.86% 34,361,643 25,771,232 质押 34,361,460 

梁定志 境内自然人 4.77% 20,874,447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4.46% 19,491,600 0   

蒋小三 境内自然人 2.78% 12,165,526 0   

易红石 境内自然人 2.32% 10,139,300 0   

蒋安明 境内自然人 2.13% 9,304,728 0   

财通证券资管

－宁波银行－

财通证券资管

莱茵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1% 7,498,703 0   

杨晓涛 境内自然人 1.12% 4,889,400 4,889,400 质押 4,889,400 

陈兴华 境内自然人 0.89% 3,874,39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股东秦本军与蒋小三、蒋安明为兄弟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2、财通证券资管—

宁波银行—财通证券资管莱茵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系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账户。3、

姚新德系公司董事，杨晓涛系全资子公司莱茵投资执行董事。其与秦本军、蒋安明不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4、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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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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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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数据和财务指标 

2017年上半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378,352,935.18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5.71%；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365,258.4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4.08%；2017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达

2,762,972,672.84元，较上年度末增长 13.64%。 

2、经营情况分析 

本报告期公司植物提取业务经营业绩未达预期，较去年同期略有下滑，公司管理层将坚定实施既定的

发展战略，贯彻执行以罗汉果提取物、甜叶菊提取物为拳头产品，集中资源和精力主攻天然甜味剂市场，

深入推进6S精益生产管理模式，不断提升生产管理水平，加大销售力度，尽快启动新工厂的投产，以期植

提业务的业绩实现大幅增长。 

另一方面，全资子公司莱茵投资承建的BT项目建设持续推进，本报告期，BT项目实现营业收入

216,569,827.20元，净利润57,819,297.20元。2016年，公司推动政府将BT项目回购款纳入广西区政府债务，

为收回项目投资增加了履约保障。2017年4月13日，莱茵投资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置换债券资金置换

的回购款2亿元，截至报告期末BT项目累计完成工程产值约13.5亿元，累计已收到回购款7.32亿元｡根据桂

林政府规划，BT项目主体工程预计在2017年完成建设，公司将密切跟踪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回购款的

早日收回，支持公司主业发展。 

报告期内，子公司皙美佳人以及优植生活基于公司在天然植物提取领域积累的经验，积极开拓终端市

场，公司自主研发的化妆品、牙蜜、桌面糖、益生菌、袋泡茶、风味水饮料、保健酒等终端产品陆续面市，

销售团队积极探索电商平台等线上渠道，以及零售商、旅游市场等线下渠道，为公司在终端健康产品的市

场开拓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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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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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自2017年6月12

日起施行。 

②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影响金额。 

准则 

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 

说明 

对2017年1-6月利润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增加+/减少-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与

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

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

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企业应当在

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

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其他收益 +2,294,115.00 

营业外收入 -2,294,115.00 

（2）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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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6年12月29日，经意大利商会确认，本公司出资欧元10万元设立LAYN EUROPE SRL，占注册

资本的100%。2017年1月完成验资，2017年3月追加投资欧元30万元。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2017年3月31日，经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批准，本公司出资港币1000万元设立莱茵（香港）

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100%。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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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秦本军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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