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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0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公告编号：2019-021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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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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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董事均出席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没有董事声明对本年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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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847,644,37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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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生化 股票代码 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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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喜春 孙淑媛 

办公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中粮大道 1 号 安徽省蚌埠市中粮大道 1 号 

传真 0552-4926758 0552-4926758 

电话 0552-4926909 0552-4926909 

电子信箱 zlshahstock@163.com zlshahstoc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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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燃料乙醇、食用酒精、淀粉、淀粉糖、柠檬酸、味精及

其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公司燃料乙醇业务属于生物能源行业，2018年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处于高位，下半年国

际原油价格有所回落，燃料乙醇产品实现了持续盈利。 

公司淀粉、淀粉糖和味精业务属于食品配料和食品添加剂行业，在国内原料玉米价格上

涨、产能饱和的背景下，淀粉类产品保持微利。 

柠檬酸等产品所属食品添加剂和饲料添加剂行业，由于行业竞争激烈、市场需求波动大，

产品价格持续下跌。 

DDGS、生物发酵饲料全年销量同比均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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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7,703,930,046.76 6,275,914,087.28 15,891,975,534.54 11.40% 5,603,374,518.64 15,378,495,05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3,042,529.69 237,307,176.98 929,298,582.20 -48.02% 127,078,702.35 492,822,66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5,922,012.87 7,884,748.37 7,884,748.37 4,160.40% 66,550,335.75 66,550,33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3,311,085.25 747,682,721.80 2,016,557,720.84 -145.79% 784,676,104.86 2,142,720,331.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461 0.50 -48.00% 0.13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461 0.50 -48.00% 0.1318 0.2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4% 14.11% 18.23% -12.49% 8.48% 10.7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0,287,580,873.79 5,955,889,252.79 21,633,886,791.77 -6.22% 5,435,006,590.65 22,239,632,80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26,089,517.55 1,803,788,223.92 5,569,617,290.50 65.65% 1,560,897,206.22 4,620,243,2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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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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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9,270,288.27 4,420,383,033.56 4,287,808,768.89 4,536,467,95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077,599.09 253,714,611.73 175,630,961.25 -57,380,64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247,606.22 175,041,697.62 138,462,140.07 -25,829,43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416,556.59 -113,682,739.01 -130,675,261.75 -523,536,5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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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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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6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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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CO Bio-chemical Investment Co., 

Ltd. 
境外法人 47.80% 883,233,262 883,233,262   

大耀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23% 152,000,000 152,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6% 45,515,6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11,076,823    

杨迂 境内自然人 0.49% 9,087,500    

梁常清 境内自然人 0.43% 7,95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0.37% 6,878,626    

梁宝欣 境内自然人 0.30% 5,6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23% 4,204,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0% 3,646,6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股东“杨迂”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00,000 股。 

2.股东“梁常清”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50,000 股。 

3.股东“葛品利”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86,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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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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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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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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处于玉米“托市-补贴”政策取消的过渡期，玉米加工行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同时，行业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相对原料价格上涨传导滞后，公司

积极采取原料替换、产品结构调整等措施，毛利得以提升，但毛利的增加不足以弥补补贴下

降带来的影响。公司主要产品燃料乙醇价格总体呈上涨趋势，但由于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

燃料乙醇产品毛利率较上期下降。 

从宏观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燃料乙醇受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影响，利润呈下滑趋势。从产业政策方面看，国家保持对玉米加工转化的

支持性倾向，行业政策有利于发展。 

公司在市场占有率、利润率等主要指标方面居于行业前列，产业体系完备，生产组织方

式先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不断推进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公司坚持以客户及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拓产品市场，维护优质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7亿元元，同比增长11.4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4.8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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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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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料乙醇及其副产品 8,174,701,488.96 6,499,680,315.78 20.49% 8.74% 0.00% 6.95% 

淀粉及其副产品 3,699,011,893.02 3,149,351,753.00 14.86% 32.33% 42.50% -6.34% 

糖类 2,097,746,141.27 1,811,638,409.78 13.64% 12.01% 13.17%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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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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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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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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财政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年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金额1,024,816,649.46元；年初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列示金额930,259,649.54元。 

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与其他应收款合并为“其他

应收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年末其他应收款列示金额987,195,592.46元；年初其他应收款列示金额

973,505,878.89元。 

将固定资产清理与固定资产合并为“固定资产”列

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年末固定资产列示金额8,447,949,448.98元；年初固定资产列示金额

7,506,704,481.81元。 

将工程物资与在建工程合并为“在建工程”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年末在建工程列示金额326,958,862.74元；年初在建工程列示金额

1,516,617,925.47元。 

将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年末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金额984,913,098.54元；年初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列示金额994,821,716.10元。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与其他应付款合并为“其他

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年末其他应付款列示金额1,199,577,489.26元；年初其他应付款列示金额

4,374,141,248.87元。 

新增研发费用报表科目，研发费用不再在管理费

用科目核算，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本年增加研发费用93,908,468.11元，减少管理费用93,908,468.11元；上年增加

研发费用101,112,807.19元，减少管理费用101,112,807.19元。 

2、桦力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COFCO Biochemical Holdings Limited及其子公司、COFCO Biofuel Holdings Limited及其

子公司2018年通过并购重组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范围，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自2018年12月1日起，采用未来适用法将固

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调整与本公司一致。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变更情况如下表所示，该会计估计变更导致2018年度固定资产折

旧额减少1,579.55万元。 

资产分类 变更前使用年限 变更后使用年限 

房屋及建筑物 30 10-40 

机器设备 5-15 20 

运输工具 5-10 10 

其他 5-1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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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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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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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

的企业或主体。报告期内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范围内新增桦力投资、生物化学、生化能源。同时本期公司董事会

决定注销子公司砀山中粮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砀山公司”）、中粮（上海）粮油食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粮

油公司”）、中粮生化（荷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兰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中粮生化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管理公司”）、中粮生化（天津）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销售公司”）、中粮生化（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公司”）、中粮生化(巴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彦公司”），具体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中所披露。   

 

 

 

 

 

 

 

 

 

 

董事长：佟毅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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