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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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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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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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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79,288,31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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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生物 股票代码 3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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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铨衡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  

传真 0579-86271615  

电话 0579-86271622  

电子信箱 gkstock@hybiotech.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8年，在外部经济环境复杂严峻、维生素D3市场竞争激烈、安全环保持续高压的形势下，公司董事会正确决策，管

理层精心经营，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利税均创历史新高，经营实力快速增强；同时，金西科技园项目开工建设，为把公司全面

做大做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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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生产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主要产品：胆固醇满负荷生产，产品供不应求；25-羟基维生素D3原按订单生产，产销量稳步提升；饲料

级维生素D3产销量虽有所下降，但价格维持高位运行。公司其他产品：精制羊毛脂产销量同比大幅增长，产品能够满足客

户需求；环保灭鼠剂主要以研发为重点，提高产品适口性。 

2018年，公司安全环保工作平稳，实现了“高产、安全、环保”的目标。2018年4月，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在公司召开浙江

省大气污染防治VOCS深度治理现场会，对公司安全环保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2019年2月，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等4家企业被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浙江省财政厅命名为“2018年度浙江省

重点行业环保‘领跑'示范企业”，极大提升了公司的环保形象和社会形象。 

2018年，公司胆钙化醇CEP取证工作取得实质进展，为公司食品医药级维生素D3产品打入欧洲市场奠定基础；公司参

与了食品级胆钙化醇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初审已通过，等待终审；公司25-羟基维生素D3原已取得新物质注册证书；公司

参与了饲料级25-羟基维生素D3国家标准推进计划。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6,021.68万元，比上年同期上涨57.24%；利润总额35,654.13万元，比上年同期上涨135.37%；

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30,740.86万元，比上年同期上涨135.74%。 

2、金西科技园项目建设情况 

2018年3月1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公司的公告》，公司在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浙

江花园营养科技有限公司，承接下沙生物和洛神科技搬迁项目及部分储备项目建设（简称为“金西科技园项目”）。 

2018年7月3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年产1200吨羊毛脂胆固醇、1200吨25-羟基维生素D3粉、8000吨精

制羊毛脂、750吨饲料级VD3油剂项目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年产18吨胆钙化醇、15.6吨25-羟基维生素D3结晶等

系列原料药项目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年产180吨7-去氢胆固醇项目的公告》、《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和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上述项目由全资子公司花园营养负责建设。 

2018年，花园营养两次参与金华市金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拍，已经取得了771亩土地，满足了项目建设的土地需求。 

金西科技园项目建设已全面铺开，由于2018年冬季雨水较多，影响了土建工期。目前施工队正抓紧施工，争取按计划完

成建设任务。 

3、研发成果情况 

2018年11月，公司与浙江工业大学合作完成的“一种25-羟基胆固醇的合成方法”获得浙江省发明专利优秀奖和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专利奖金奖。 

2018年12月，公司与浙江大学合作完成的“天然活性同系物的分子辨识分离新技术及应用”获得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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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660,216,835.24 419,868,699.41 57.24% 329,093,75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408,646.99 130,403,327.65 135.74% 43,772,78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286,064,115.22 122,807,508.92 132.94% 38,436,6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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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735,039.10 148,043,897.35 70.72% 49,266,348.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 0.72 -11.11%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 0.72 -11.11%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0% 16.07% 5.63% 5.9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646,296,555.26 1,394,834,071.76 18.03% 877,146,58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61,685,782.26 1,281,117,280.91 21.90% 753,076,716.9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5,500,525.62 85,305,707.18 154,981,647.10 184,428,95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898,566.96 31,245,331.55 71,601,524.89 82,663,22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466,532.88 25,651,690.60 64,361,005.89 75,584,885.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624,376.92 34,635,408.15 36,302,678.89 84,172,575.1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69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3,12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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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祥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10% 172,999,527 0 质押 96,500,000 

邵君芳 境内自然人 3.70% 17,745,437 13,309,078   

龚锦青 境内自然人 3.21% 15,399,658 15,399,658   

章志坚 境内自然人 2.17% 10,407,000 0   

九泰基金－浦

发银行－粤财

信托－粤财信

托－菁英 162

期单一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2.17% 10,388,657 10,388,657   

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07% 9,940,2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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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先行（北

京）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 6,925,665 0   

芮一云 境内自然人 1.25% 6,008,350 0   

北京君道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0% 4,305,359 0   

马焕政 境内自然人 0.78% 3,750,000 2,81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浙江祥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邵钦祥，邵君芳是邵钦祥的女儿。除此以外，公

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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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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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业务分析如下： 

（1）营业收入：报告期营业收入66,021.68万元，较上年增长57.24%，主要原因是：本期维生素D3价格上升和胆固醇

销量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2）营业成本：报告期营业成本21,292.24万元，较上年增长18.95%，主要原因是：胆固醇产品销量增长所致。 

（3）费用：报告期销售费用1,872.57万元，较上年增长44.85%，主要原因是：本期佣金费用及产品保险费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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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财务费用-215.78万元，上年为791.20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汇兑收益及利息收入较上期增加共同所致。 

（4）研发投入：报告期研发费用3,051.20万元，较上年增长38.05%，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加大了研发投入，为金西

科技园项目的实施推进以及未来发展做好技术储备。 

（5）现金流：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25,273.50万元，较上年增长70.72%。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增加，产

品毛利率上升，收到货款增加所致。 

（6）报告期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43,161.91万元，较上年减少169.95%。主要原因是：(1)本年末未到期的银行理财

产品余额增加；(2)本期购置土地及固定资产支出增加。 

（7）报告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7,729.21万元，上年同期为40,361.04万元。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到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本期归还短期借款及派发股利所致。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维生素 D3 及 D3 类似物 448,808,003.96 71,744,884.52 84.01% 54.29% -21.46% 15.41% 

羊毛脂及其衍生品 205,680,128.45 137,727,089.70 33.04% 61.81% 58.90% 1.23% 

其他业务收入 5,728,702.83 3,450,455.98 39.77% 205.32% 252.29% -8.0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营业收入：报告期营业收入66,021.68万元，较上年增长57.24%，主要原因是：本期维生素D3价格上升和胆固醇销

量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2）营业成本：报告期营业成本21,292.24万元，较上年增长18.95%，主要原因是：胆固醇产品销量增长所致。 

（3）净利润：报告期净利润30,740.86万元，较上年增长135.72%，主要原因是：A、报告期维生素D3产品售价较上年同

期大幅上升；B、报告期胆固醇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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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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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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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  称 变更原因 

浙江花园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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