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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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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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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蔚蓝生物 60373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勇 姜勇 

电话 0532-88978071 0532-88978071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29号山东

高速大厦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29号山东

高速大厦 

电子信箱 vland@vlandgroup.com vland@vlandgroup.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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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378,282.52 945,321,200.81 2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26,496,053.36 569,693,159.34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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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8,198.92 -13,322,095.11   



营业收入 394,594,338.93 385,039,538.52 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547,804.14 34,881,330.05 -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740,305.27 28,850,420.56 -28.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66 6.59 减少0.9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30 -2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30 -26.6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52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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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1.91 80,291,000 80,291,000 无 0 

贾德强 境内自

然人 

5.62 8,700,000 8,700,000 无 0 

青岛康煜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5 3,480,000 3,480,000 无 0 

马向东 境内自

然人 

2.23 3,450,000 3,450,000 无 0 

刘鲁民 境内自

然人 

1.87 2,900,000 2,900,000 无 0 

陈刚 境内自

然人 

1.14 1,770,000 1,770,000 无 0 

董红 境内自

然人 

0.67 1,044,000 1,044,000 无 0 

彭剑锋 境内自

然人 

0.60 928,000 928,000 无 0 

张望舒 境内自

然人 

0.60 928,000 928,000 无 0 

桑歆 境内自 0.52 812,000 812,000 无 0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刚 100%控股青岛康煜投资有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目前正处于战略升级的关键阶段，将持续聚焦生物产业，努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并主动

收缩非战略业务，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公司工业酶、植物微生态、水产微生态等新业务实现了

良好的发展；在农业业务领域，随着农业农村部 2019 年 7 月 10 日 194 号文的颁布，中国正式进

入无抗时代。酶制剂、微生态制剂和中兽药被公认为替代抗生素的主流方案，公司正在构建基于

无抗时代的跨界应用方案，未来将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点。 

多年来，蔚蓝生物提前布局，形成了以酶制剂、微生态制剂、生物制品以及中兽药为核心的

技术平台。公司坚持技术创新的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19 年上半年研发投入 3,570.25 万

元，占营业收入 9.05%，同比增加 9.88%，在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面对无抗时代，公司具备了提

供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目前，公司已经陆续与核心客户建立战略合作，形成了定制化、差异化、

跨界的解决方案，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公司在高通量筛选技术、蛋白质工程技术、动物应

用评估模型等手段上快速集成创新，跨界整合，已形成了饲料酶精准应用数据库和动物微生态替

抗应用两大数据库，为替抗产品方案不断升级迭代做持续创新储备。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459.43 万元，同比增长 2.48%；实现净利润 3,802.39

万元，同比降低 4.84%。 

（一）酶制剂业务优化结构，工业酶持续快速增长 

2019 年上半年公司酶制剂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11,006.13 万元，同比降低 5.95%。其中工业酶

实现销售收入 4,236.60万元，同比增长 21.56%。 

公司调整酶制剂业务的策略，聚焦工业酶，持续加大研发和大客户市场推广力度。由于在工

业酶领域积累了大量专利和专有技术，公司加强了应用研究，不断推出新产品，2019 年上半年业

务持续快速增长。 

（二）受益于绿色环保趋势，微生态制剂业务持续增长；产品升级，水产微生态快速增长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微生态制剂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10,575.89 万元，同比增长 24.55%，其中，

植物微生态制剂同比增长 27.09%，水产微生态同比增长 25.15%。 



国家连续出台相关政策，限制传统化肥使用量，引导肥料产品优化升级。同时，蔚蓝生物是

较早进入微生态领域的公司，技术领先，产品齐全，植物微生态业务持续增长。公司募投项目“年

产 10000 吨植物用微生态制剂系列产品项目”已开始建设，预计 2021 年 4 月份正式投产，投产后

将进一步提高植物微生态产能。 

水产养殖市场规模广阔，同时，随着水产养殖周期的延长，水产养殖的内源性污染和外源性

污染都在不断加大，而国家对于水产养殖尾水处理要求越来越严格，因此水产养殖对于水环境改

良的微生态需求在不断加大。公司持续加强对水产微生态的研发投入，对产品进行改良升级，提

高产品的使用效果，进一步促进了水产微生态产品的增长。 

（三）动物保健品业务总体稳定，生物制品、中兽药稳定增长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动物保健品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12,999.78 万元,与去年基本持平。 

公司进一步加强了集团客户开发与合作，生物制品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12.10%；2019

年 7 月 10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 194 号公告，公告要求：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退出除中药外

的所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受政策等因素影响，公司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加强客户服

务，中兽药产品实现稳定增长。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