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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8                           证券简称：晨光生物                           公告编号：2017-016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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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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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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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11030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

金红利 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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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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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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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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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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310-8851655 0310-8851655 

电话 0310-8859023 0310-8859023 

电子信箱 sesu@hdchenguang.com cgswgzc@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天然色素、天然香辛料提取物和精油、天然营养及药用提取物、油脂和蛋白等四大类产

品的生产及销售，属于天然提取物细分行业。该行业目前处于成长阶段，公司位于行业前列，其中，主要

产品——辣椒红色素、辣椒精、叶黄素位居行业首位，棉籽脱酚蛋白为国内知名品牌，花椒提取物、番茄

红素、葡萄籽提取物和甜菊糖等产品也处于快速发展的上升阶段。 

主要产品名称 产品用途 

辣椒红色素 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妆品、饲料等行业调色。 

辣椒油树脂（辣椒精) 应用于含辣味食品、调料的调味。 

花椒提取物 
应用于肉制品、休闲食品、方便食品、速冻食品、海鲜食品、

餐饮等。 

叶黄素 
应用于食品、化妆品、饲料等行业调色，精加工后可应用于保

健品，是预防老年性黄斑变性有效的营养素。 

番茄红素 
对心血管和前列腺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可防止 DNA 细胞破坏，

抗辐射，改善皮肤健康。 

葡萄籽提取物 具有延缓衰老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应用于保健食品。 

甜菊糖 
不含糖分，零卡路里，作为一种天然提取的无糖甜味剂，可广

泛应用于食品饮料行业。 

棉籽油 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广泛用于烹调食用。 

棉籽蛋白 含有丰富的蛋白，广泛应用于畜禽和水产饲料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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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4年 

营业收入 2,140,846,680.03 1,267,629,195.49 68.89% 1,207,179,70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474,001.24 68,862,534.01 34.29% 22,381,3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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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3,452,399.33 49,817,193.80 47.44% 6,752,435.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620,459.29 -64,657,564.53 -397.42% 272,955,411.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58 0.3196 11.33% 0.1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38 0.3196 10.70% 0.1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1% 6.62% -0.21% 2.24%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4年末 

资产总额 2,492,400,096.21 1,991,269,824.00 25.17% 1,508,212,38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03,033,843.04 1,416,503,204.34 6.11% 1,007,203,9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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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122,844.72 560,757,178.08 431,728,825.07 663,237,83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02,513.38 35,026,347.22 28,414,637.04 13,030,50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00,286.22 31,305,254.89 25,263,883.94 18,804,576.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609,949.73 164,293,529.24 60,475,213.17 -654,999,1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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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80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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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庆国 境内自然人 18.58% 48,687,492 43,265,618 质押 
48,600,00

0 

李月斋 境内自然人 4.17% 10,920,084 8,190,062 质押 8,570,706 

重庆玖吉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6% 9,600,000 9,600,000 质押 9,600,000 

董希仲 境内自然人 3.57% 9,363,904 4,68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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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7,194,969 0   

关庆彬 境内自然人 2.17% 5,690,762 0 质押 16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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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远大 境内自然人 2.06% 5,400,000 5,400,000 质押 5,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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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5,281,113 0   

杨文芳 境内自然人 1.80% 4,725,829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6% 4,615,38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股东李月斋为股东卢庆国先生妻弟配偶。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注：01 2016年 10月底普通股股东总数为 10321；2016年 11月普通股股东总数为 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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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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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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从事天然色素、天然香辛料提取物和精油、天然营养及药用提取物、油脂和蛋白等四大类产

品的生产及销售，属于天然提取细物分领域。 

2016 年是公司的“二次创业”年，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实体经济困难重重，公司上下团结一心、迎

难而上，结出硕果，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1.4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9247.40 万元，收入、利

润均创历史新高，现将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持续积累竞争优势  产品经营再创新高 

2016 年，公司辣椒红销量超 3000 吨，较去年大幅增长，连续八年稳居世界第一；辣椒精销量持续增

长超 900 吨，保持世界第一；叶黄素销量过 2 亿克，产销量也做到了世界第一；花椒提取物销量实现翻番。

推进辣椒红行业生态圈建设，发挥龙头企业优势，变竞争对手为上下游合作伙伴；与主要客户建立战略合

作，在辣椒红紧张时，坚持让利经销商，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积极探索辣椒基地“三位一体”种

植模式，积累原料基地建设经验，创新实施了按含量收购辣椒模式。公司不断开发战略客户，拓宽销售渠

道，参加国际行业协会，受邀印度 ISC 会议做报告，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2016 年，营养及药用提取物系列产品销售大幅增长，食品级叶黄素销量翻番，产销量约占国内市场的

四成以上，充分体现了公司从原料到晶体的全产业链优势；番茄红素正在被市场认可，潜在优势正在显现；

甜菊糖生产技术和产品品质日趋成熟稳定，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这些产品正在成为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 

棉籽业务板块经过几年的打基础、聚优势，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蛋白营销事业部内部创造利润超千

万元。公司创新行业发展模式，从工艺装备及产品定位上重新规划棉籽加工行业，持续推进产品品牌建设，

脱酚棉籽蛋白产品市场份额大幅提升；棉壳产品已成为食用菌行业知名品牌，工厂化客户订单达 80%以上；

棉籽油和棉短绒产品实现出口，赢得了国际客户的认可。公司持续整合行业优势资源，与行业内优势企业

战略合作，创新经营牧场棉籽业务，成为国内知名乳业集团的主要供应商。晨光的脱酚棉籽蛋白工艺、技

术、装备及现代化经营模式，为传统棉籽加工行业注入新的活力，也将成为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 

（2）技术改造大刀阔斧  生产技术优势突出 

生产技术是公司竞争优势的基础，持续创新、技术改造升级是公司领先于行业的保障，也是持续推动

公司进步的动力。“没有更多的创新改造就感觉白过一年”，越来越成为晨光人的共识。 

2016 年，公司在生产工艺技术改造上舍得投入、敢于创新、成效显著。精制车间勇于在原来成熟工艺

上动手术，重新设计处理工艺及设备配置，低含量产品再加工量达上年 2.5 倍、辣椒精半成品处理日加工

量提高了 30%以上，使色素生产与辣椒精处理实现同步；超临界车间完成花椒生产工艺改造，提升了花椒

麻度及精油得率；分子蒸馏大线完成安装、调试，工艺应用效果显著；改建皂化生产线项目，为以后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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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积累了经验。 

蛋白生产线经过技术改造，岗位人员缩减 32%；脱离工艺成功应用于脱酚棉籽蛋白生产，增加了产量，

提高了产品质量，提升了棉籽油得率，降低了蒸汽消耗及蛋白棉酚含量，为公司棉籽糖产品的开发奠定了

基础。 

甜菊糖生产线创新“三浸三榨”逆流萃取工艺，日投料量提高了 60%以上，单线产能达到国内最大，

岗位人员缩减 25%，吨原料加工成本亦大幅降低。新疆各公司通过生产工艺改造，提高了产能及产品得率。 

2016 年，公司持续推进生产自动化，先后完成集团公司锅炉脱硫除尘项目的自动化安装调试，油溶精

制车间、甜菊糖萃取和精制车间自控改造、甜菊糖萃取车间即时计量实验以及蛋白分部精炼车间实现黑灯

车间等多项自动化改造项目，正在实施燃煤锅炉自动上煤、上水、出渣的无人值守模式，这些项目的实施

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整体自动化水平，为实现“黑灯工厂”打下了基础。 

（3）管理架构逐渐清晰  管理体系日趋完善 

公司实行的产品经营事业部加集团大生产事业部的独特模式，通过几年的运行，正在体现出生产和经

营的专业化及全集团资源统筹协调的优势。同时，分事业部、利润中心考核激励，强化了经营核算意识，

充分调动了各部门的积极性。 

2016 年，公司持续完善三级考核体系，扩大激励范围，实现事业部和利润中心全覆盖；通过季度经营

分析会、月度考核激励分析会，提升经营效益和激励效果。 

2016 年，公司持续完善制度管理体系，加强制度执行检查及追责力度，倒逼制度制定更合理、执行更

到位，并及时改进完善；加强对班会、周会、半月会、经理办公会等各级会议及现场检查管理，推行工作

标准化、流程化，提升了精细化管理水平。积极推进 ERP软件升级，系统设计管理信息化方案，在标准化、

流程化基础上，提出按一次输入全程使用、管控体系全覆盖的高标准要求，为进一步提升 IT化管理打下

了基础。 

2016 年，公司加强风险管控体系建设，通过提升标准、规范核算，使财务核算、管控更严密；完善了

项目管理模式，项目按研发、新投、对外合作分类管理，完善了项目立项、审批、验收、评价、激励体系，

强化了项目部门责任及管理部门监管职责，保障了项目的有效落地；公司加强质量管理体系顶层设计，逐

步完善各产品原料、辅料、半成品、成品的管理标准，形成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全覆盖。引入了检验管理软

件 LIMS 系统，提升了检验管理 IT 化水平。公司持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加强日常监管，持续培养员工安

全文化意识，安全生产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4）推进合作研发项目  科研成果捷报频传 

科技创新是公司发展的立身之本，也在成为公司的一张靓丽名片。 

2016 年，公司完善了研发项目专项奖励体系，加大了科研创新投入和激励力度，相继开展了棉酚、棉

籽糖、甜菊糖结晶、葡萄籽提取物等多个产品工艺研发，叶黄素、番茄红素等微囊产品取得较大突破，正

在由单向应用研发向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并行的模式迈进，通过液质联用分析技术，实现辣椒红、叶黄素、

甜叶菊等多种产品的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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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公司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与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中国林科院等深化合作，成立

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成功召开辣椒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工作会议，提升了公司

的影响力。获得了省市级科技奖励 6 项，其中轻工业联合会、商业联合会一等奖各 1 项；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实验室成功获批建设，成为邯郸市首个国家级实验室；荣获国家知识产权运用标杆企业、“十二五”轻

工业科技创新先进集体、河北省十佳质量品牌等荣誉。 

2016 年，公司鼓励全员创新，加大创新激励力度，“十百千”工程成绩喜人，创新成果获奖 28 项，

合理化建议 3000 多条，共奖励 70 多万元，激发了员工的创新热情，全员创新的氛围正在形成。  

（5）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健康产业步伐加快 

公司依托植物提取分离工艺技术装备优势，在植物提取大品种开发上结合原料基地建设，打造原料和

技术叠加优势，加快了“形成十个左右世界第一或前列植提产品”的步伐。同时在产业的深度上向保健品、

中药提取现代化及大健康产业布局，为公司未来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的发展打基础，形成更突出的优

势，建成植物提取行业独特的模式。 

2016 年，公司扎实推进各个项目建设进程，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新疆晨曦公司建成日加工 400 吨干辣

椒、500 吨番茄皮渣造粒萃取一体化项目，生产线单线产能世界第一。印度子公司辣椒生产线改造后，日

加工量提高了 1.25 倍，单线生产能力超过当地同行几家公司总和。公司大力发展万寿菊种植基地建设，

在莎车及周边地区发展万寿菊种植近十万亩，在莎车子公司新上一条菊花生产线，日加工菊花能力达 1400

吨，单厂生产规模世界第一；印度菊花提取项目正在有序推进，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叶黄素产销

量世界第一的地位。 

2016 年，公司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现代中药饮片协同创新中心及中药专家共同开发中药新药、中药配

方颗粒工艺/技术等，在中药产业上正在积累资源。完成 7个保健食品文号申请，推进保健品 OEM 销售模

式……大健康产业布局正在展开、发展路径正在形成。 

2016 年，公司持续推进战略合作，搭建更宽广的平台，携手更多合作伙伴共同发展。新疆克拉玛依公

司完成新生产线试车，年实现利润超千万元；青岛电子交易平台成功上线运营，目前发展会员 70 多家；

辣椒种植基地与红安种业合作，推行“三位一体”种植模式，实现多方共赢；赞比亚公司成功注册，正在

安装调试设备准备生产，为公司未来在非洲布局迈出关键一步。 

2016 年，公司在扎实做好实业的同时，积极运用资本市场工具，边学边干，完成定向增发，成功实施

股权激励，积极推介公司，公司市值从年初的 40 亿元增长到近 50 亿元。  

（6）人才培养扎实开展  企业文化不断丰富 

2016 年，公司重新设计了薪酬体系，人均工资上调 20%；优化干部推选模式，选拔中层干部 12人、

主管班长 34人，同时严格中层任职担当制度，实现干部能上能下；扎实推进员工技术等级认证，完成 90

名员工等级认证考试；公司已拥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省三三三人才工程”

等专家级人才 7 名、高级工程师 9名、工程师 43 名，已初步形成一支行业专家队伍。坚持“请进来、送

出去”模式，邀请日本冈山大学、江南大学、沈阳药科大学等外部高层次专家专题讲座 9 场，选派优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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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到知名高校读硕读博。十几年来公司坚持每周中高层培训雷打不动，对企业文化、统一思想、开阔视野、

增强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6 年,公司宣传工作有声有色，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刊稿 45 篇，“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创新

创出三个世界第一”等报道分别刊登在河北经济日报、邯郸日报头版，提升了公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

断丰富员工文体活动，成立了篮球队、足球队、羽毛球队和乒乓球队，组织了员工旅游、十年老员工出国、

五一晚会、单身联谊会等活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小河道小学共建了晨光教改实验基地，资助莲花湖公

园晨光桥等公益项目 19个，提升了公司形象；升级厂区树木品种，美化厂区环境，厂容厂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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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素/香辛料/营养及

药用类产品 
1,139,912,903.54 942,426,649.53 17.32% 50.76% 52.54% -0.97% 

棉籽类产品 509,539,488.62 460,523,614.20 9.62% 20.24% 14.01% 4.95% 

其他产品 5,347,417.26 2,746,356.24 48.64% -42.50% -68.69% 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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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东的净利润 9247.40 万元，同比增长 34.29%，营业收入、营

业成本分别同比增长 68.89%、66.73%，主要原因如下：报告期是公司“二次创业”之年，公司创新业务模

式，积极对外宣传、参加国内外各个专业展会，同时通过改革薪酬体系、实施股权激励等激发团队内生动

力，使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均创历史新高。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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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合并并由公司向其增资的议案》，公司决

定使全资子公司喀什生物吸收合并另一家全资子公司喀什色素，并由公司向喀什生物增资5000万元；截至

报告期末，上述事项已完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减少一个子公司。 

第三届董事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100万美

元，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辣椒抽提物、叶黄素抽提物等植物提取物产品、半成品贸易；截至

报告期末，香港子公司已完成注册登记（报告期内尚未出资)，并发生了业务，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一

个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建“辣椒电子交易平台项目”的议案》，公司与青岛中

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共同出资1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600万元，青岛中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资400万

元）投建“辣椒电子交易平台项目”，并新设子公司负责项目的筹建及运营。截止报告期末，青岛电子商

务公司完成注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一个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建“年加工10000吨大豆项目”的议案》，公司决定在

赞比亚卢萨卡市租用场地投建“年加工10000吨大豆项目”，预计总投资1,106.81万元，并新设子公司负

责该项目的具体筹建及运营。截止报告期末，赞比亚晨光公司完成注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一个子公

司。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共减少一个子公司，增加三个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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