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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0             证券简称：中粮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4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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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763,78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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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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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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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乳酸、变性

淀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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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多种原料切换以及全谷粒发酵工艺方面取得技术突破，

燃料乙醇销量持续增长，保持了较好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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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开工率不足的情况下，公司一

直保持满负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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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乳酸原料聚合生产线一次性试车成功，产品供不应求，但市场应用领域还需进一步开拓。 

公司为延伸产业链、优化产品结构，积极开发高附加值特种淀粉及特种糖浆等产品。 

报告期内，蜡质玉米淀粉、非转基因淀粉、专用淀粉、高端麦芽糊精及风味糖浆等特种产品总销量近

34万吨，同比增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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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9,471,955,122.45 17,703,930,046.76 9.99% 15,891,975,53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2,821,396.27 483,042,529.69 22.73% 929,298,58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170,523.35 335,922,012.87 20.61% 7,884,74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9,709,320.82 -923,311,085.25 495.28% 2,016,557,720.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09 0.26 23.42%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09 0.26 23.42%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1% 5.74% 0.47% 18.2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17,156,862,702.52 20,287,580,873.79 -15.43% 21,633,886,79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827,441,512.08 9,226,089,517.55 6.52% 5,569,617,290.5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605,079,608.10 4,290,379,873.75 4,992,268,130.59 5,584,227,51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934,652.70 128,141,506.09 203,088,281.24 203,656,9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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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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87,180.21 147,332,481.37 134,498,196.89 70,752,664.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1,826,601.34 997,568,074.38 2,292,935,915.20 -162,621,2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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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2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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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耀香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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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 10,959,523    

杨迂 境内自然人 0.49% 9,012,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2% 5,855,558    

梁宝欣 境内自然人 0.25% 4,600,002    

唐为民 境内自然人 0.24% 4,414,200    

梁常清 境内自然人 0.19% 3,600,000    

葛品利 境内自然人 0.16% 2,88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控股股东 COFCO Bio-chemical Investment Co., Ltd.及关联股东大耀香港有限公司

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知是

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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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5,100 股。 

2.股东“梁宝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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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002 股。 

3.股东“唐为民”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414,200 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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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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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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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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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玉米深加工行业整体消费疲软，新建产能陆续释放，行业开工率出现下滑，库存不断上升，

市场竞争加剧，以及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等不利因素，公司通过实施供产销全流程精益管理，优化采购模式、

深耕区域市场，实现了整体经营业绩与同期比稳步增长，保证了持续盈利能力，巩固了行业领先地位。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4.72亿元，同比增长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93亿元，同比增长

22.73%。报告期内公司的重点工作如下： 

（1）党建引领企业文化，从严治党、从严治企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引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主题教育成果显著，意识形态工作得到全面加强，基层党建

水平稳步提升，贯彻党风廉政，落实巡视整改、开展内部巡查，遵循国家政策和高质量发展等各项要求，

以打造“全球最大玉米深加工企业”为目标健康稳步发展。 

（2）把握产业发展布局，合理推进战略计划稳步实施 

公司认真解读国家政策，紧跟市场发展，稳步推进战略计划实施。2019年，中粮科技补齐短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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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健全产业链，深耕区域消费市场，扩建产能、完善产业布局，实施新建、扩建多个项目，包括湖北

武汉果葡糖浆项目、吉林公主岭蜡质玉米淀粉项目、安徽蚌埠新建仓储项目、河北衡水玉米淀粉和果葡糖

浆项目等，其中，湖北武汉果葡糖浆项目已完工并顺利投产。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变化，最大限

度避免外部政策、消费低迷、恶性竞争等不利因素影响，适时调整战略计划，规避投资风险。 

（3）优化产业结构，聚焦核心主业 

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巩固行业领导地位，公司于2018年末开始整合退出非核心资产，并于2019年

上半年提前完成了长春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股权退出项目，资产退出溢价远超预期，确保了股东利益最

大化，避免了同业竞争问题。 

（4）重视人才发展，研发体系日臻完善 

公司在确保业务稳步增长的同时，持续优化人才结构，进一步完善队伍培养体系。2019年，公司实施

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到上市公司董事、高管、经理人、核心骨干共418人，有助于提升人才凝

聚力、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报告期内，公司分层搭建人才库，培训常态化机制建设更加全面，组织

架构更加合理，始终以打造一支技术精良、素质过硬、梯次合理的科技人才队伍为重要目标。公司重视研

发创新，2019年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实现成果转化，通过资源整合，逐步形成研发管理体系，拥有自

己的技术研发创新中心，并不断充实研发队伍，扩大科技开放合作，以科技成果促进转型升级。 

（5）安全环保投入优先，生产风险可控、环保效益显著 

在玉米深加工行业竞争愈加激烈，2019年行业开工率仅在65%左右的情况下，公司整体开工率仍保持

在110%以上，其中淀粉、果糖、味精、酒精等主要产品产量稳中有增，开工率均居于行业领先水平。公司

认真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实施有效的源头管控，优化污染物处理装置运行控制，实现污染物排放

量同比下降；通过生产进步，提升技术指标，设备工艺优化，实现技术升级，推进节能降耗。与此同时，

公司不断强化安全管理意识，安全生产风险受控，安全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事故数量、隐患数量“双下降”。 

（6）优化采购渠道，降低原辅料成本 

2019年，加大陈水稻、陈小麦的采购量，提高工厂门前玉米自采量，降低原料成本。加大煤炭集中采

购量，提高直采率，通过优质采、集中采的方式组织相关工厂进行联合采购，提高采购物资的性价比。加

强合格供应商管理，原辅料供应商由810家优化到561家，备品备件供应商从1,980家优化到364家。 

（7）牢记使命、共克时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2019年，公司保销量稳渠道，有效控制风险，积极开拓产品分销市场，主要产品整体销量提高，特种

产品销量实现同比明显增长，生产系统运行坚持“安稳长满优”，通过提高销量，降低成本，实现整体经

营业绩保持基本稳定，保证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严控各项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严控运

营风险，资产负债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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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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料乙醇及其副产品 9,302,077,284.61 7,894,523,473.30 15.13% 13.79% 21.18% -5.18% 

淀粉及其副产品 3,653,514,556.60 3,192,930,574.76 12.61% -7.55% -4.01% -3.22% 

糖类 2,685,659,708.59 2,259,030,957.95 15.89% 28.03% 21.28%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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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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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的变更 

（1）本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9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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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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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款与

应收票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截至2019年12月31日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列示金额分

别为13,389,400.00元、850,242,597.74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应收票

据、应收账款列示金额分别253,246,478.95元、771,570,170.51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截至2019年12月31日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列示金额

分别为0.00元、242,149,089.78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应收票据、应

收账款列示金额分别10,343,200.00元、215,949,766.66元；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

应付票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截至2019年12月31日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列示金额分

别为284,618,245.95元、570,224,445.51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应付票

据、应付账款列示金额分151,805,724.53元、833,107,374.01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截至2019年12月31日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列示金额

0.00元、274,655,134.38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列示金额分别0.00元、188,059,339.76 元 

 

（2）本公司于2019年1月11日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9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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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财会〔2017〕14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2019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减少610,426.17元，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48,428,581.69元，少数股东权益减少121,579.66元；导致 2019年1月1日母公司财务报

表未分配利润减少620,389.33元；其他综合收益增加48,428,581.69元。 

（3）本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9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相关规定，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

追溯调整。此次会计政策变对报表无影响。 

（4）本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9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

重组》（财会〔2019〕9号）相关规定，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

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此次会计政策变

对报表无影响。 

2.会计估计的变更 

本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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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完成对安徽蚌埠中粮生化格拉特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注销； 

2019年，中粮生化能源（肇东）有限公司在内蒙古兴安盟设立全资子公司中粮生化（兴安盟）有限公司。 

 

 

 

董事长：佟毅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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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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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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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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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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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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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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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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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