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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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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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

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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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439,841,924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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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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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多利 股票代码 30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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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德荣 朱善敏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高科技工业区屏北一路

8 号 

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高科技工业区屏北一路

8 号 

传真 0756-8680252 0756-8680252 

电话 0756-8676888-8828 0756-8676888-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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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专业生物技术企业，目前主要在生物医药和生物农牧领域从事生物酶制剂、甾体激素原料药、

功能性饲料添加剂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并向客户提供整体生物技术解决方案。 

（2）主要产品及用途 

    a.生物酶制剂产品 

公司生物酶制剂产品主要包括饲料用酶、能源用酶、食品用酶、造纸用酶、纺织用酶、环保用酶等类

别。 

饲料用酶主要为植酸酶、木聚糖酶、脂肪酶、葡萄糖氧化酶、β-甘露聚糖酶及复合酶等；能源用酶主

要为糖化酶、耐高温α-淀粉酶、酸性蛋白酶等；食品用酶主要为糖化酶、淀粉酶、木聚糖酶、普鲁兰酶、

蛋白酶、β-葡聚糖酶、果胶酶、脂肪酶；造纸用酶主要为生物打浆酶、生物施胶酶、生物脱墨酶、中温退

浆酶、再生浆-板纸专用生物酶、废纸脱墨专用酶等；纺织用酶主要为酸性纤维素酶、中性纤维素酶、过氧

化氢酶、碱性蛋白酶、中温退浆酶；环保用酶主要为漆酶、淀粉酶、蛋白酶、脂肪酶、乳酸脱氢酶等。 

生物酶制剂生物酶制剂是一种催化率高、专一性强、作用条件温和、可生物降解以及副产物极少的绿

色催化剂，是全球公认为唯一能同时有效解决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缺乏、健康安全这四大人类发展

难题的新型生物制品，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饲料、能源、环保等诸多工业领域。 

     b.甾体激素原料药产品 

公司原料药产品主要为呼吸和免疫系统用药原料药（即皮质激素原料药）和生殖保健系统用药原料药

（即性激素原料药）两大类，其中，呼吸和免疫系统用药原料药包括泼尼松龙系列、氢化可的松系列、地

塞米松系列、倍他米松系列；生殖保健系统用药原料药包括孕激素系列、雌激素系列、雄激素系列。 

呼吸和免疫系统用药原料药主要产品有泼尼松龙、醋酸泼尼松龙、波尼松龙磷酸钠、泼尼松龙醋酸酯、

氢化可的松、醋酸氢化可的松、醋酸可的松、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地塞米松、醋酸地塞米松、氟替卡松、

倍他米松、醋酸倍他米松、培他米松磷酸钠；生殖保健系统用药原料药主要产品有左炔诺孕酮、孕二烯酮、

去氧孕烯、米非司酮、雌酚酮、炔雌醇、醋酸坦勃龙、依西美坦。 

上述产品对机体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具有很强的抗感染、抗过敏、抗病毒和抗休克的药理作用，能

改善蛋白质代谢、恢复和增强体力以及利尿降压，广泛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哮喘、湿疹等皮肤

病、过敏性休克、前列腺炎等内分泌疾病，也可用于避孕、安胎、减轻女性更年期症状、手术麻醉等方面。 

公司皮质激素原料药主要为糖皮质激素原料药，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

布的几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议案》，糖皮质激素可作为应对重症的治疗用药。 

     c.功能性饲料添加剂产品 

公司功能性饲料添加剂包括替抗饲料添加剂（含博落回、博普总碱、酸化剂、葡萄糖氧化酶及其复合

产品）、抗氧化剂、诱食剂、调味剂、防霉剂、维生素等产品。 

公司博落回提取物（兽药原料药）和博落回散（兽药制剂）、博普总碱（兽药原料药）和博普总碱散

（兽药制剂）均取得国家新兽药证书。博落回散具有抗菌消炎、开胃、促生长等多种生物活性，降低动物

腹泻率，提高饲料转化率，且毒性低、无耐药性、无休药期，可有效替代抗生素在饲料中添加使用，该产

品还成功入选国家绿色农用生物产品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博普总碱博普总碱有效部位及其制剂作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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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在畜禽饲料中添加使用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在替代抗生素抗炎方面具有较好的功效，且安全可靠。

把博普总碱开发成抗菌消炎、保肝护肾的兽用天然药物，可减少抗生素和化学药物在食品动物中的使用，

符合我国绿色养殖的发展方向。 

随着国家农业农村部2019年194号公告关于禁用抗生素、施行“无抗”饲养的推行，公司功能性饲料添加

剂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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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133,404.03 1,768,167,808.17 15.83% 1,499,263,32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522,059.24 113,508,486.63 12.35% 80,424,34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113,603.76 49,342,337.16 98.84% 59,653,45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165,361.20 203,948,204.25 116.80% -4,371,739.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54 0.2791 9.42% 0.19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09 0.2791 7.81% 0.19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3% 5.72% -0.09% 4.1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518,083,187.45 4,801,120,582.60 -5.90% 3,845,271,64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65,213,969.38 2,142,005,405.16 15.09% 1,938,648,6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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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308,608.77 513,844,582.64 547,080,607.96 645,899,60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54,900.29 57,295,242.34 44,136,222.67 44,245,49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131,641.44 45,043,820.69 41,438,942.06 32,762,482.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21,009.36 180,326,605.21 70,853,863.10 197,005,9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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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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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21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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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金大地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20% 141,615,094 0 质押 67,496,000 

刘喜荣 境内自然人 5.90% 25,939,275 0 质押 17,500,000 

深圳菁英时代

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菁

英时代久盈 1

号基金 

其他 4.25% 18,671,650 0   

王世忱 境内自然人 3.36% 14,758,460 0   

蔡小如 境内自然人 2.29% 10,075,145 0 冻结 10,075,145 

陈少武 境内自然人 2.27% 10,003,500 0   

广东溢多利生

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2.17% 9,526,200 0   

李军民 境内自然人 2.17% 9,525,033 0 质押 6,111,963 

陈少平 境内自然人 1.90% 8,336,250 0   

邓波卿 境内自然人 1.80% 7,897,500 5,923,1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珠海市金大地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

工持股计划为公司员工持股；陈少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少美的兄弟；邓波卿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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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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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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发展战略，强化协同管理和执行力，促进公司高效运行；完善集团垂直管理架构，

优化责任、目标、授权、内控、审计机制；强化集团战略引导，实现五大事业部协同发展；加大人才梯队

建设，加快高端人才引进；提高员工薪酬待遇，创新全员绩效考评机制；加大科研投入，加强知识产权、

产品注册和项目管理及团队建设，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技术引进与合作，提高新产品开发与项目转化

效率，强化老产品技术提升降低成本力度；优化公司营销队伍，完善海内外营销渠道建设；完善集团品牌

规划，提升四大主业品牌协同效应；深挖内部潜力，降低生产管理成本；加强集团EHS管理，确保公司全

年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安全生产无重大事故；加强公司项目投资管理，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优化ERP

体系运行，推进ERP后续项目及工业4.0体系建设；实施董事会对外重大投资决议；完成公司全年经营目标

和各项工作任务。 

（1）2019年公司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204,813.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752.2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35%。 

（2）2019年各项工作完成情况及主要成绩 

生物酶制剂方面，公司参与起草国家标准《饲料添加剂 木聚糖酶》、《饲料添加剂 植酸酶》、《酶

制剂分类导则》、《饲料添加剂 甘露聚糖酶》、《蛋白酶制剂》；完成IOS9001、FAMI-QS年度审核；完

成8个新产品申报备案及3个新产品的企业标准制定，完善非洲猪瘟防控措施，制定公司《预防动物传染疾

病传播控制》；对中性植酸酶、中温淀粉酶、糖化酶、复合酶等多个产品进行优化，提高了产品质量；参

加了美国IPPE、泰国VIV、俄罗斯MVC、中国饲料工业展、中国畜牧博览会、上海食品展、上海纺织展等

国内外大型行业展会，举办多场技术沙龙，进一步拓展了尼日利亚、约旦、乌克兰等海外市场；子公司鸿

鹰生物通过了国际BRC食品体系认证；湖南康捷正式投入运营，并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生物医药板块：产品方面，获得了20个兽药原料药及制剂产品批文；完成哈西奈德缩酮物、泼尼松龙

醋酸戊酸脂、泼尼松龙环氧物等新产品开发，对老产品醋酸可的松、泼尼松龙、倍他米松等老产品进行了

工艺优化；在国内新增了丁酸氢化可的松、甲泼尼龙琥珀酸钠新产品注册及醋酸泼尼松、泼尼松龙等8个

产品再注册，国外完成EDQM注册更新；子公司利华制药通过韩国MFDS当局的GMP现场检查、通过EDQM

药品注册和GMP现场检查，取得芬兰药品管理局颁发的《欧盟GMP证书》；同时，子公司利华制药完成美

国FDA警告信所涉问题的整改，并向其提出复审申请。销售方面，参加了第82届、83届API China、第19

届CphI China及第29届世界制药原料欧洲展、印度新德里国际制药原料展，积极开拓国际及国内市场，根

据客户需求制定多种销售策略，与国内外多家客户达成稳定的合作关系；新合新获批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 

功能性饲料添加剂方面，国家农业农村部于2019年7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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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规定自2020 年起饲料中退出所有促生长类药物添加剂品种，只保留抗球虫抗生素和两种中兽药药

物添加剂，饲料企业全面停止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的使用。政策推出后，公司利用多年的研究成果及

技术储备，对公司现有产品复合酶、葡萄糖氧化酶、三丁酸甘油酯、博落回散单独使用及组合使用的替抗

效果进行了多批次的试验，迅速向市场推出上述产品及其复合产品的抗生素替代方案，并参加了亚洲肉鸡

饲料质量技术论坛FQC等多场大型学术交流活动，向客户展示公司产品替抗效果，得到多家大型客户的认

可并达成合作。此外，子公司菲托葳取得了食品生产许可证，通过ISO9001-2015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FSSC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子公司美可达通过欧盟FAMI-QS质量管理体系现场审计及有机认证，获得

了博普总碱、博普总碱散两个新兽药注册证书。 

总体运营管理方面，围绕公司重点工作指导思想，优化集团管理团队与组织模式，完善子公司协同运

作与绩效考评管理，加强集团内控审计与专项检查工作；组织投资者交流会、业绩说明会，加深投资者对

公司业务及经营状况的了解；优化资金配置，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持续推进子公司ERP项

目建设，规范财务管理，提高运营效率；对后勤宿舍及食堂进行了升级改造，改善员工生活环境，提升员

工满意度；加强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全年无重大安全和环保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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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甾体激素原料药 1,206,896,724.09 831,312,986.35 31.12% 9.13% -9.99% -6.61% 

生物酶制剂 509,748,845.49 250,330,038.13 50.89% 0.55% 33.09%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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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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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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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