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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规范
（一）报告简介：本报告是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花
生物、梅花或公司、上市公司、梅花集团）向社会发布的第九份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本着真实、客观的原则，报告全面回顾了梅花生物在 2020 年度争做优秀企
业公民，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践内容。
（二）时间范围及组织范围：报告中的 2020 年度（报告期）指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部分数据及内容超出上述范围。本报告涵盖公司、
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机构。
（三）发布周期：本报告为年度报告，与梅花生物年度报告同时发布。本报
告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对外发布。
（四）数据来源：本报告的数据如与 2020 年度报告有出入，以 2020 年度报
告为准。
（五）报告的获取方式：本报告以印刷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发布，两种报告
内容一致。欲查阅纸质版内容请联系公司证券部，电子版查阅请登录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或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meihuagrp.com）查
询。
（六）联络电话
电话：0316-2359652
传真：0316-2359670
邮箱：mhzqb@meihuagrp.com
联络地址：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 66 号（065001）

二、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利用生物发酵技术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动物营养氨基酸、
食品味觉性状优化产品、人类医用氨基酸及胶体多糖类产品的生物科技公司。
公司注册地位于西藏拉萨，研发中心及公司总部位于河北省廊坊市，主生产
基地位于内蒙古通辽市、新疆五家渠、吉林白城，主要经营实体包括通辽梅花、
新疆梅花、吉林梅花等全资子公司。
（一）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产品分为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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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物营养氨基酸类产品：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饲料级缬氨酸、味精
渣，淀粉附产品饲料纤维、玉米胚芽、菌体蛋白等
2.食品味觉性状优化产品：谷氨酸、谷氨酸钠、呈味核苷酸二钠、肌苷酸二
钠、食品级黄原胶、海藻糖、纳他霉素等
3.人类医用氨基酸类：谷氨酰胺、脯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医药级缬氨
酸、肌苷、鸟苷、腺苷、普鲁兰多糖等
4.其他产品：石油级黄原胶、药用胶囊、生物有机肥等
公司业务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产品行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业务占
整体营业收入的 30%左右。

（二）2020 年度获得的主要荣誉
公司

荣誉名称

发制单位

获得时间

梅花集团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创新贡献奖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2020 年 8 月

梅花集团

突出贡献奖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2020 年 8 月

梅花集团

中国轻工业发酵行业十强企业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2020 年 6 月

梅花集团

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2020 年 12 月

梅花集团

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00 强

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2020 年 12 月

通辽饲料行业协会

2020 年 9 月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

2020 年 12 月

通辽梅花

2019-2020 年度最佳饲料原料供应企
业

通辽梅花

内蒙古民营企业 100 强

通辽梅花

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

通辽梅花

全区“双强六好”非公企业党组织

中共通辽市科尔沁区工业园区工
作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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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自治区非公有制组织和社会组
织党工委
新疆梅花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20 年 12 月

吉林梅花

优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白城市委、白城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3 月

吉林白城工业园区管委会

2020 年 3 月

白城市委、白城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4 月

吉林白城工业园区工会委员会

2020 年 9 月

吉林梅花
吉林梅花
吉林梅花

2019 年度安全生产暨消防工作先进
单位
抗击新冠疫情先进集体
吉林白城工业园区“迎十一·梅花杯”
职工排球赛 优秀组织奖

吉林梅花

市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白城市农业农村局

2020 年 9 月

吉林梅花

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度吉林省“安康杯”竞赛活动

吉林省总工会

优胜单位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

吉林梅花

2020 年 12 月

（三）2020 年公司业绩情况
2020 年，在行业竞争加剧、外部形势依然严峻、大宗原材料价格飞涨的情
况下，公司坚持“全员经营，创造分享”的指导方针，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
落实标准化管理，向内部管理要效益，实现销售收入 170.50 亿元，同比增长
17.1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2 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继续保
持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2020 年公司新建的年产 25 万吨味精及其配套项目已按计划投产。截止报告
期末，公司干部员工 1 万多人，报告期内支付的各项税费合计 5.24 亿元左右。

三、利润分配情况
重组上市以来，公司一直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符合《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分配标准清晰，决策机制完备。
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更好
地回报股东，公司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登记的总股本（扣除股份回购专户内股票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
派现金股利 3 元（含税），预计分派现金红利 9.3 亿元左右（含税）。该预案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实际分派的金额以公司发布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为准。
2016 年度至今，公司累计现金分红 47 亿元左右（含 2020 年度），累计股利支
付率为 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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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质量与环保工作情况
“安全、质量、环保”工作在 2020 年均取得较大进步：
（一）安全与生产协同，提高管理效率
2020 年安全管理实现内部员工无重伤以上事故，这得益于与生产形成合力，
以事故的四不放过为抓手，持续解决管理问题。报告期内公司抓好培训工作，通
过采取视频、短片、实操、意识提升和技能培训等形式培训了近六万人次，其中
新员工、承包商和特种作业人员共一万四千余人次，从源头上大幅度控制住了事
故的伤害率。2020 年公司职业健康工作真正由被动管理转为主动管理，各基地
对标法律法规找差距，完善了内部规章十余项。
2020 年继续打造以合成氨和供热站为主的标杆产线建设，通过目视化持续
推广、特种设备及检维修管控、现场环境改善、特种作业及重大危险源管控等，
不但遏制了重大恶性事故发生，同时形成了一套标准化、可复制、能改善、可持
续的标杆产线管理标准，并已经复制到其他产线。
吉林新建项目在验收过程中，面对疫情期间的重重困难，在没有设备，没有
检测人员的情况下，通过借用检测设备，自学检测方法，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最
终通过种种努力按期通过了职业卫生的“三同时”验收。

图：公司各基地安全培训现场

（二）质量管控与改善
作为行业内龙头企业，公司以建立用户可查验的从产品设计到产品出厂的全
面质量追溯链，逐步完善、落实 IS09000 质量管理体系为长期目标，从被动处理
投诉到前端管理进行转变，夯实标准化，降低质量成本，减少质量事故，实现产
品生产的全过程可控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质量部牵头组织开展了以“抓好质量提升，共创梅花质量”
为主题的系列活动，通过质量知识普及、质量标兵评选、模拟追溯演练、技能比
武的形式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质量月活动，落实质量主体责任，推动公司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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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的提升。
2020 年，不合格品的管理有了较大的进步，虽然增加了新的生产基地，但
近五年整体投诉呈下降趋势，尤其是 2020 年投诉率降低至五年内新低。
（三）环境保护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环保方面的号召，以经济与环保同步发展、共同提升为宗
旨，着力于打造一个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企业。
在气味治理方面，设备运行回归标准，既抓管理、又抓业务，实现了异味值
的连续下降、合格，效果显著。三个基地水、气、声、渣相关设备合法合规运行，
政府监管零处罚，企业正常经营。其中，危险废弃物正规转移，完全满足《危险
废弃物名目》和《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名目》的要求。
报告期内，在未增添任何环保设备的情况下，通过每个月重点工作会的形式，
主攻旋风双翻版、等离子和布袋除尘等关键控制点，建立标杆，形成标准，当前
各产线异味治理排放符合国家法规排放要求；污水通过前段排水、预酸化、加药
等关键点的管控后处理能力直线提升、处理成本大幅下降、中水回用量明显增加、
污泥增长可观并实现连续外卖，每年还可创造出几千万元的额外收益。

五、员工关怀
公司一直致力于对员工的人文关怀，真正给员工谋福利，解决其生活上的后
顾之忧。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提升企业的软实力：工作环境上，进一步改善车间
内工作环境，绿化美化厂区环境，打造“花园式工厂”，提升员工工作舒适感，
目前车间粉尘治理、高温治理已经在逐步推进。
2020 年，公司在集团总部及各基地推行实施了福利现金化改革项目，由公
司包吃包住变为现金补贴，即提升了员工收入又解决了后勤管理的老大难问题，
且车间消化了由现金补贴带来的管理成本的升高，一举多得。通过改变车间送餐
模式，定点集中就餐，让车间员工真正能吃上热乎饭、有整洁的就餐环境，住宿
条件、班车改革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为切实减轻员工购房压力，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公司实施购房补助政策，
按照老员工优先、得过嘉奖的员工优先、双职工优先、家庭负担重的员工优先等
原则，由员工自主申报，按积分进行排名并公示，鼓励愿意跟随公司长期发展的
员工在公司所在地买房置地安家落户，2020 年在前一年的经验基础上，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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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补贴于 4 月 1 日正式开启。除延续、复制前一年的模式外，还在细节上进行
了微调，核心目的是让大家选房时间更充足、申领手续更便捷、申领规则更明确。
截止到目前，累计享受房补人员 244 人，合计发放补助金额 3114 万元。

六、党建与精准扶贫
公司重视内部党建工作，集团及各基地均设有党支部及活动室，按期开展党
建教育工作。在建党 99 周年之际，公司各基地党委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
通过学党章、上党课、主题演讲、表彰先进等方式用实际行动争做时代先锋。

图：公司各基地党委组织开展党建活动

公司以各基地为主体开展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公司通辽、新疆、白城三大生
产基地在做好生产经营的同时，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深入挖掘自身优势，通过捐
赠物资、工会定点帮扶、捐款等多种形式落实精准扶贫政策，践行“发展一方经
济，造福一方百姓”的理念，勇于担当社会责任。
2020 年初，国内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积极主动与疫区及企业属地相关
部门对接，向湖北武汉、河北廊坊、内蒙古通辽、新疆五家渠、吉林白城、西藏
拉萨等地捐款 600 万元专项用于疫情抗击和防治工作，医疗用品等急需物资的采
购、疫情防控等。

图：公司捐款用于疫情防控和救治

除此外，西藏梅花公益基金会于 2020 年 2 月向德吉康萨居委会捐款 20 万元，
优秀奖学金支出 5789 元。吉林梅花向白城市洮北区到保镇到保村贫困户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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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 元用于帮扶。新疆梅花又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通过第六师五家渠市慈善总
会向农六师医院捐款 150 万元用于医院的疫情防控工作。为支持城市绿化工作，
新疆梅花 5 月份捐赠肥料 10 吨（折价 3600 元）给当地城建处用于支持城市绿化。
通辽梅花于 2020 年 5 月通过工会向当地慈善总会捐款 10 万元专项用于科尔沁区
残疾人联合会使用；6 月份捐款 30 万元给当地小学用于教育专项支出，9 月份捐
款 50 万元用于支持当地体育事业发展，12 月份捐款 20 万元给当地老年公寓用
于助老帮扶。

七、结语
履行社会责任是公司应尽的义务，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诚信经营和公平竞争，
积极维护供应商与客户的合法权益；坚持科技创新，努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承
担社会责任，助力解决社会问题；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坚持依法运营；
努力提升公司业务规模和利润水平，为股东带来更多的价值回报，致力于追求公
司与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社会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2021 年，公司将继续以产业报国为己任，继续扩大规模优势，注重科技研
发、强化品牌建设，推出更多让客户信赖的优质产品，创享更美好的未来。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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