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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19-063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更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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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 19 号 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 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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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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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1,726,545.26 307,180,652.21 -1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122,631.25 72,266,618.07 -1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9,134,659.46 69,718,030.78 -43.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593,334.80 -20,106,699.99 -320.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7 -2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7 -29.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1% 6.65%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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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5,943,183.90 2,122,029,854.59 2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2,249,700.64 1,113,665,614.29 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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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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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4% 105,919,507 85,550,371 质押 68,309,500 

姚新德 境内自然人 7.90% 44,670,136 36,079,725 质押 44,669,910 

梁定志 境内自然人 4.80% 27,136,781 0   

蒋安明 境内自然人 3.45% 19,500,000 0 质押 19,500,000 

蒋小三 境内自然人 3.45% 19,500,000 0 质押 19,500,000 

蒋俊 境内自然人 3.45% 19,500,000 0 质押 19,5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45% 19,491,584 0   

易红石 境内自然人 2.47% 13,966,234 0   

蒋新荣 境内自然人 1.61% 9,084,570 0   

#陈兴华 境内自然人 1.36% 6,209,000 0 质押 4,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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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明、蒋小三、蒋俊为兄弟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2、姚新德
系公司董事，与秦本军、蒋安明、蒋小三、蒋俊均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3、其他股东

之间关系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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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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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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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数据和财务指标 

2019年上半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实现营业总收入261,726,545.2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4.80%，实现

营业利润67,952,692.6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7.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22,631.25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18.19%。 

本报告期，公司BT项目接近尾声，确认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64.79%，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67.98%，对本报告期合并利润产生了较大影响；公司植物提取业务的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实现的营业收入

较上年同期增长23.27%，由于销售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长，且三项费用的增幅低于收入增幅，植物提取业

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36.97%，主营业务增长态势良好。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585,943,183.90元，较报告期初增长21.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1,722,249,700.64元，较报告期初增长54.65%，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所致。 

（二）经营情况分析 

本报告期，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全年经营目标，在稳定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充分利

用植物提取领域的行业积淀和技术积累，积极拓展大单品业务，重点推进工业大麻业务的市场布局和天然

甜味剂业务的创新发展。 

1、天然植物提取业务，创出喜人佳绩 

天然植物提取业务主要目标是集中资源和精力主攻天然无糖甜味剂市场，坚定落实“大单品”战略，

打造更多核心大单品。本报告期，植物提取业务增长态势良好，实现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3.27%，

其中甜叶菊提取物销售较上年同期增长43.49%，八角提取物销售较上年同期增长51.16%。公司对内通过深

化运营整合，对厂区设备进行调试、升级改造，降低了公司生产成本、能耗，毛利率大幅上升，对外加强

产品创新和市场营销体系建设，稳定优质客户，大力开发新客户，主产品国内外战略合作客户销量符合预

期。 

2、抓住机遇，推进公司工业大麻项目布局 

基于对全球范围内工业大麻发展的良好局面以及公司在植物提取行业具备的技术研发优势，公司抓住

发展机遇，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市投资建设“工业大麻提取及应用工程建设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为工业大麻提取业务的生产能力建设和研发能力建设，预计总投资约4.02亿元。本项目已经广西壮族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并于2019年6月20日取得其下发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桂发改

外资［2019］611号），备案通知书有效期2年。2019年7月17日（北京时间），公司全资子公司Layn USA,Inc.

与River Ridge Development Authority（以下简称“RRDA”）签订了《PURCHASE AND SALE AGREEMENT》

（土地购买合同）及其相关附件。 

同时，为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公司先后与BoMar、Moose及CHS3家美国当地工业大麻种植公司签订

总计约2000吨的原料，并结合自身在组织培养、育种、种植实践等领域的优势和CHS在工业大麻领域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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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进农艺和栽培经验达成战略合作，双方致力于共同推动研发出更强大和独特的大麻品种，并继续关注

提高CBD含量、其他大麻素含量以及亩产高和无病毒的原料。 

工业大麻提取业务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畴，符合公司“大单品”发展战略，本项目的建成投产将为公

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3、推动BT项目回款，支持公司主业发展 

本报告期，BT项目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已累计完成产值约18.4亿元，已累计收到回购款13.584亿元。

公司将密切跟踪项目收尾工作，与项目业主方保持有效沟通，推动项目回购款的早日收回，支持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 

4、支持终端业务发展，提高现有资产使用效率 

公司十分看好下游终端市场的发展前景，包括保健品、化妆品、功能性食品和饮料等，坚定支持子公

司终端业务的发展。本报告期，公司对子公司优植生活及莱茵农业分别增加95万元、20万元的投资，鼓励

子公司运用创新思维，加强研发，不断探索，深入发展，寻找市场突破口。同时为提高现有资产的使用效

率，公司对不盈利或不良经营主体的运营情况，启动了内部审计等程序，进一步完善对子公司的控制和管

理。 

5、持续研发投入，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 

公司利用新工艺、新技术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升级，提高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水平，优化和更新生产工

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原材料损耗。同时密切关注最新技术应用、配方技术发展趋势，不断加强对技术

人才的专业提升，创新研发机制、规范研发管理，以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提升公司的运营能力和交付能

力，本报告期公司研发投入总额为554.2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3.39%。公司多年来持续的研发投入，使

得公司在植物提取行业研发能力优势得以继续保持并扩大，产品的附加值也得以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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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

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的要求，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

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的要求，结合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

量特征，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主

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变更后） 

应收账款 112,578,842.98  -160,194.39 112,418,648.59 

其他应收款 16,870,718.32  -5,049,944.95 11,820,7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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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9,721,550.03 -179,721,550.03 --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79,721,550.03 132,608,217.20 312,329,767.23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变更后） 

应收账款 168,288,721.61  -33,599.89 168,255,121.72 

其他应收款 189,510,409.35  -5,049,944.95 184,460,464.4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9,256,481.73 -179,256,481.73 --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79,256,481.73 132,608,217.20 311,864,698.93 

②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③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

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2）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9年1-6月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

下：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1-6月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2,578,842.98   -112,578,842.98 

应收账款   112,578,842.98 112,578,842.9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69,414,187.84   -469,414,187.84 

应付账款   469,414,187.84 469,414,187.84 

管理费用 26,735,972.58 22,870,677.33 -3,865,295.25 

研发费用   3,865,295.25 3,865,2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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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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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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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