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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依法行使股东职权，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

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公司章

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制定本须知，请参会人员认真阅读。 

一、股东大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会议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进行，提高议事效率

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依法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场。

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采取必要措施

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四、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该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

方式。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时，如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一）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5 月 26 日下午 1:30 

2.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法

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

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

提交给公司。 

3.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21 年 5 月 24 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00-4:00。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 66 号公司证券

部。 

4.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每一项议案表决时，如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

中一项，请在相应栏内打“√”，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

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5.表决完成后，请股东将表决票及时投入票箱或交给场内工作人员，以便及时统计表决

结果。现场表决投票时，在股东代表和监事代表的监督下进行现场表决票统计。 

（二）网络投票方式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 年 5 月 26 日至 2021 年 5 月 26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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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五、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必须在会议召开前十分钟向大会秘书处办理

签到登记手续。 

六、股东（或其授权代表）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和表决权等各项权益，股东（或其

授权代表）要求发言的，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十分钟至大会秘书处进行发言登记，大会秘

书处将按股东发言登记时间先后顺序，安排股东发言。 

七、股东发言时应首先报告姓名和所持公司股份数，股东应在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有直接关系的范围内展开发言，发言应言简意赅。超出议案范围，欲向公司了解某些方面具

体情况的，应在会后向公司董事会秘书咨询。股东发言时间不超过 5 分钟，除涉及公司商

业秘密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外，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应认真负责地回

答股东提出的问题，回答问题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八、在大会进行表决时，股东不得发言。 

九、大会召开期间，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公司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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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爱军女士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5 月 26 日下午 1:3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 66 号三楼会议室 

一、主持人报告现场出席会议人员情况、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参会须知并推举大会监票人 

三、审议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是否为特别决议案 

1 关于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否 

2 关于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否 

3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否 

4 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否 

5 关于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否 

6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的议案 是 

7 关于预计 2021 年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是 

8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否 

9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否 

10 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否 

11 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否 

12 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薪酬方案（草案）的议案 否 

13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否 

14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是 

15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是 

16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是 

本次股东大会尚需听取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 

四、股东发言 

五、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六、监票人进行点票，统计现场表决结果，汇总网络投票结果 

七、宣读表决结果 

八、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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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0 年，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继续以“全员经营、创造分享”为指导方针，继续深

化“标准化”“人才年”的落地工作，公司克服因疫情造成的人员流动受限、复工复产及原材料

供应受限的影响，聚焦主业，发挥成本领先优势，白城二期味精项目按计划达产达效，公司

在行业内的竞争实力及优势地位进一步增强；2020 年,在原材料-玉米市场价格大幅持续上涨

的情况下，因新工厂投产，规模增加，公司通过落实标准化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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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持平；得益于公司多产品布局，以及在销售方面的优势，通过内部-降本增效，外部-原材

料成本向下游转嫁，内外相结合的方式提升了经营性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逆势同比增长了 6.50%。 

2020 年度具体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0 年度董事履行职责情况 

(一)董事参加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情况 

董事 

姓名 

是否独

立董事 

参加董事会情况 
参加股东大

会情况 

本年应参

加董事会

次数 

亲自出

席次数 

以通讯

方式参

加次数 

委托出

席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两

次未亲自参

加会议 

出席股东大

会的次数 

王爱军 否 11 11 3 0 0 否 2 

何君 否 11 11 3 0 0 否 2 

梁宇博 否 11 11 3 0 0 否 2 

罗青华 是 11 11 7 0 0 否 1 

郭春明 是 11 11 5 0 0 否 1 

（二）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履责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  

2020 年，各委员会按照其职责为董事会建言献策，为规范公司治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0 年度履职情况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21年 4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网址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审计委员会 2020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履职情况  

2020 年，公司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就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进行讨论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1 年 3 月份公司召开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就董事、监事、高管年度薪酬方案进行

审议。 

3.战略委员会履职情况  

2020 年，战略委员会就公司 2021 年度预算情况及投资计划事宜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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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名委员会履职情况  

2020 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变动，公司未召开提名委员会。 

二、2020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0.5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15 个百分点；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2 亿元，与去年基本持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1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5 个百分点。 

2020 年，公司食品板块受新冠疫情影响盈利能力下降，上半年下游食品行业及餐饮行

业需求减弱，味精价格同比下降；公司主要原材料玉米价格自 2020 年二季度以来持续上升，

给生产成本带来很大压力。面对压力公司通过提升内部管理、加大研发不断提升生产效率，

借助多元化产品布局，保证了公司整体利润的稳定。 

2020 年度： 

1.白城二期项目达产达效，公司在鲜味剂领域的竞争实力进一步增强 

2020 年吉林公司年产 25 万吨味精达产达效。该项目于 2019 年度开始筹备，尽管因疫

情影响复工时间较预期晚，但后续公司项目人员及相关外协单位加班加点抢工期，土建、安

装、钢构等多措并举，克服种种困难，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有序复工，提前完工，给项目开

车调试留出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该项目在以往项目经验的基础上，设计更加先进、经济，与同行业同等规模相比，建设

速度更快、投资更少、成本更低。为最大程度实现电气平衡，将供热站锅炉边际效益最大化，

在不增加原有配套设施的基础上，新增产能提高了单位创收能力，符合国家提出的“碳达峰、

碳中和”的理念。该项目投产后，公司味精产能规模已达百万吨级，公司在鲜味剂领域的实

力进一步增强。 

2.持续向内部管理要效益，收入实现持续增长，财务保持稳健 

2020 年，氨基酸行业竞争进一步白热化，行业低效产能进一步出清，公司通过持续推

行标准化向内部管理要效益，主产品生产线继续保持高开工率。淀粉糖生产线各车间指标稳

定提升，生产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 7000 多万元；赖氨酸技术团队通过对关键控制点及标准

流程的执行跟踪，稳定了生产秩序，造粒床、离交产能得以提升，生产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

6000 多万元。产供销各业务系统各尽其责，分工合作，使得公司存货周转天数控制在 60 天

左右，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控制在 10 天以内，实现了高效运营及管理效益最大化。 

（1）收入持续增长，利润稳定 

2020 年在国内疫情防控期间，公司三大主生产基地内蒙古通辽、新疆五家渠、吉林白

城全体干部员工拼搏奉献，克服生产复工及材料供应的制约，各生产基地通过标准化的持续

执行和推进，工艺上紧盯关键控制点，持续向内部管理要效益，公司收入规模持续增长。近

五年公司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在 11.34%左右。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赖氨酸、苏

氨酸等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公司已经成为氨基酸行业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 

2020 年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叠加疫情影响，据博亚和讯统计行业整体盈利并不乐观，

但公司得益于多产品组合、对市场的前瞻性以及内部管理效率的提升，近五年归母净利润保

持稳定，且公司主要利润来源于经营性利润。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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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的净利润 9.12 亿元，同比增长 6.5%。 

 

 

 

 

 

 

 

 

（2）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下降，研发投入增加 

2020 年公司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10.46 个百分点，因公司提高内部管理效率，停产

车间减少，计入管理费用的折旧费减少；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47.83 个百分点，因 2020 年汇

率波动影响汇兑收益增加以及借款规模降低利息支出减少所致，其中因降低借款规模利息支

出减少了 6200 万元左右；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185.97 个百分点，因公司新基地吉林基地研发

投入增加以及其他基地研发项目增加导致研发费用增加。 

（3）持续高分红 

重组上市以来，公司一直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长期战略是提升公司的资产

质量和估值，公司折旧产生的现金流用于支撑公司的投资发展，持续做大做强主业；利润产

生的现金流用于回报股东，持续回报各方投资者。 

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2020 年度利润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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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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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7,049,514,475.36 14,553,547,455.20 17.15 

营业成本 14,548,202,851.63 11,268,002,954.78 29.11 

销售费用 367,844,688.20 1,168,288,652.20 -68.51 

管理费用 483,903,239.42 540,450,478.86 -10.46 

研发费用 173,142,008.94 60,544,868.95 185.97 

财务费用 140,943,771.61 270,157,206.77 -4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1,132,799.97 2,797,944,625.34 -40.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2,930,248.20 -850,118,739.36 16.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7,087,339.03 -1,367,440,833.45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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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入和成本分析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0.50 亿元，较上年增长 17.15 个百分点，营业成本 145.48

亿元，毛利减少 7.84 亿元，驱动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为公司苏氨酸、赖氨酸、淀粉副产品

量价齐增所致。2020 年公司根据 2020 年新实施的收入准则，将与履行合同相关的运费等相

关支出由销售费用计入营业成本，以及原材料玉米价格上涨、食品味觉性状优化产品价格下

降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毛利率下降 7.91 个百分点。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生物发酵 15,691,855,754.19 13,517,572,785.30 13.86 14.80 26.89 减少 8.2 个百分点 

医药健康 911,765,606.97 604,488,372.66 33.70 11.35 7.26 增加 2.53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动物营养氨基

酸 
8,686,944,430.97 7,630,378,972.73 12.16 32.05 32.05 减少 0.00 个百分点 

人类医用氨基

酸 
518,009,818.98 335,696,424.67 35.19 11.39 6.92 增加 2.70 个百分点 

食品味觉性状

优化产品 
6,015,031,177.21 5,057,877,710.59 15.91 -1.55 20.44 减少 15.35 个百分点 

其他 1,383,635,934.00 1,098,108,049.97 20.64 3.68 18.74 减少 10.06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国内 11,444,095,928.84 9,567,542,128.77 16.40 11.06 22.96 减少 8.09 个百分点 

国外 5,159,525,432.32 4,554,519,029.19 11.73 23.32 32.55 减少 6.14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1）2020 年，公司动物营养氨基酸产品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32.05 个百分点，毛利

率与上年持平。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苏氨酸、赖氨酸、淀粉副产品量价齐增带来收入增长；

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持平，主要是苏氨酸、赖氨酸、淀粉副产品等产品价格上涨，以及根据新

收入准则，将与履行合同相关的运费等相关支出由销售费用计入营业成本所致。 

2）2020 年，公司人类医用氨基酸产品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1.39 个百分点，毛利

率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2.70 个百分点，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腺苷、脯氨酸本期销量大幅增

加所致，同时公司生产技术的不断优化对冲材料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脯氨酸、鸟苷、异亮

氨酸成本的降低带动了毛利率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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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公司食品味觉性状优化产品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1.55 个百分点，毛利

率较上年同期减少 15.35 个百分点，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味精、呈味核苷酸二钠等产品价

格下降所致，毛利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产品销售价格下降、主要材料玉米价格上涨以及根据

新收入准则，将与履行合同相关的运费等相关支出由销售费用计入营业成本所致。 

4）2020 年，公司其他产品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3.68 个百分点，毛利率较上年同期

减少 10.06 个百分点，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为胶囊、肥料产品销量增加带来收入增长以及材

料等其他销售收入增加所致；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为黄原胶价格下跌以及玉米价格上涨带

来生产成本增加所致，以及根据新收入准则，将与履行合同相关的运费等相关支出由销售费

用计入营业成本所致。 

(2).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主要产品 单位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

上年增减

（%） 

销售量比上

年增减（%） 

库存量比上

年增减（%） 

 动物营养氨基酸  吨 2,055,330 2,066,085 38,687 14.45 16.43 -21.75 

 人类医用氨基酸  吨 9,216 9,835 1,206 -1.95 20.11 -33.93 

食品味觉性状优化产品  吨 817,867 814,027 39,468 7.78 9.57 10.78 

 

产销量情况说明 

人类医用氨基酸产品库存变化原因：本期腺苷、脯氨酸等产品销量增加导致库存减少所

致。 

(3).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生物发酵 

原材料 10,073,130,359.59 69.24 7,512,035,249.09 66.67 34.09  

能源 1,775,829,286.88 12.21 1,511,274,173.94 13.41 17.51  

人工 343,613,633.34 2.36 303,896,188.89 2.70 13.07  

制造费用 1,324,999,505.49 9.11 1,326,132,557.08 11.77 -0.09  

产品制造成本合计 13,517,572,785.30 92.92 10,653,338,169.01 94.55 26.89  

医药健康 产品制造成本 604,488,372.66 4.16 563,562,763.56 5.00 7.26  

材料销售及其他  426,141,693.67 2.93 51,102,022.21 0.45 733.90  

合计  14,548,202,851.63 100.00 11,268,002,954.78 100.00 29.11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动物营养氨基酸 原材料 5,849,596,455.18 40.21 4,088,603,102.85 36.29 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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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1,006,147,066.15 6.92 896,135,651.72 7.95 12.28  

人工 138,517,578.58 0.95 129,596,263.50 1.15 6.88  

制造费用 636,117,872.82 4.37 664,115,532.35 5.89 -4.22  

产品制造成本合计 7,630,378,972.73 52.45 5,778,450,550.42 51.28 32.05  

人类医用氨基酸 产品制造成本 335,696,424.67 2.31 313,976,746.20 2.79 6.92  

食品味觉性状优

化产品 

原材料 3,892,436,122.76 26.76 3,151,607,219.11 27.97 23.51  

能源 528,072,753.12 3.63 444,830,251.98 3.95 18.71  

人工 139,934,401.45 0.96 127,644,281.46 1.13 9.63  

制造费用 497,434,433.26 3.42 475,552,738.01 4.22 4.60  

产品制造成本合计 5,057,877,710.59 34.77 4,199,634,490.56 37.27 20.44  

其他 产品制造成本 1,098,108,049.97 7.55 924,839,145.39 8.21 18.74  

材料销售及其他  426,141,693.67 2.93 51,102,022.21 0.45 733.90  

合计  14,548,202,851.63 100 11,268,002,954.78 100 29.11  

 

(4).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196,337.66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11.52%；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中关联方销售额 0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 

单位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 产品类别 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

(%) 

第一名 否 动物营养氨基酸 45,294.47 2.66 

第二名 否 动物营养氨基酸 40,525.95 2.38 

第三名 否 食品味觉性状优化产品 39,744.99 2.33 

第四名 否 食品味觉性状优化产品 37,229.54 2.18 

第五名 否 食品味觉性状优化产品 33,542.71 1.97 

合计     196,337.66 11.52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239,401.43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18.98%；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

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 0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0%。 

供应商 是否为关联方 款项性质 金额（万元） 占年度采购额比例% 

第一名 否 玉米款 128,563.32 10.19 

第二名 否 煤炭款 46,929.80 3.72 

第三名 否 玉米款 26,760.67 2.12 

第四名 否 玉米款 19,516.27 1.55 

第五名 否 煤炭款 17,631.36 1.40 

合计 
  

239,401.43 18.98 

 

3.费用 

1）报告期，公司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68.51 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与履约合同相关的运输费

用等相关支出计入营业成本所致，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本期发生额（元） 销售费用占比% 营业收入占比% 同比变动% 



  梅花生物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1 

运输费用 200,816,781.58 54.59 1.18% -79.79 

公司费用 40,343,939.34 10.97 0.24% -3.87 

促销费用 21,389,756.46 5.81 0.13% -19.23 

员工费用 48,286,285.82 13.13 0.28% 8.44 

折旧摊销 12,216,015.36 3.32 0.07% 5.97 

仓储费用 44,037,122.85 11.97 0.26% -4.63 

股权激励费用 754,786.79 0.21 0.00% -79.75 

合计 367,844,688.20 100.00 2.16% -68.51 

2）报告期，公司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10.46 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本期停产车间

减少，计入管理费用的折旧费减少所致。 

3）报告期，公司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185.97 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新基地吉林基

地研发投入增加以及其他基地研发项目增加导致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4）报告期，公司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47.83 个百分点，主要系本期汇率波动影响

汇兑收益增加以及借款规模降低、利率下降带动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4.研发投入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468,201,630.62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合计 468,201,630.62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2.75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115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0.99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5.现金流 

1）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6.61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0.63 个百分

点，主要系本期采购材料款增加所致； 

2）报告期，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7.1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6.14 个百分

点，主要系本期项目投资减少所致； 

3）报告期，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15.17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0.94 个百

分点，主要系本期融资借款减少以及受限货币资金变动影响所致。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6.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上期期末数 

上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本期期

末金额

较上期

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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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 

比例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00,000.00 0.05 不适用 上期结构性理财产品本期到期收回 

衍生金融资产 5,740,002.40 0.03 15,164,481.75 0.08 -62.15 
公司远期业务期末未交割公允价值波动

所致 

应收票据 57,882,439.96 0.30   不适用 本期收到中小银行承兑票据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801,140,575.84 4.22 29,530,935.67 0.15 2,612.89 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75,346,059.83 0.40 117,015,317.57 0.61 -35.61 
主要系本期预期信用损失增加以及保证

金减少所致 

持有待售资产 2,780,206.00 0.0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部分资产准备处置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1,642,417.67 0.01   不适用 

上期融资租赁业务本期根据到期时间转

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1,330,189.16 0.01 不适用 
上期融资租赁业务本期根据到期时间转

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在建工程 58,130,937.63 0.31 593,263,865.69 3.07 -90.20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吉林梅花项目转固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42,206,364.21 0.22 30,968,742.13 0.16 36.29 主要系本期员工住房补贴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2,611,848.90 0.28 297,740,081.07 1.54 -82.33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吉林梅花销售增加增

值税留抵扣额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1,239,894,032.36 6.53 2,112,261,263.84 10.93 -41.30 主要系本期借款偿还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106,750,937.75 0.56 18,053,000.00 0.09 491.32 公司远期业务期末未交割 

预收款项   889,074,229.43 4.60 不适用 按照新收入准则进行重分类所致 

合同负债 858,268,240.39 4.52   不适用 按照新收入准则进行重分类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77,267,862.53 0.41   不适用 按照新收入准则进行重分类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804,511,823.85 4.24 231,446,630.30 1.20 247.60 

主要系本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所致 

库存股 263,724,463.85 1.39 184,173,807.28 0.95 43.19 主要系本期股份回购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475,099.48 0.02 2,501,084.65  38.94 主要系应收款项融资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2)截至 2020 年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单位：元 

项目 余额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77,171,210.66 保证金和质押 

应收款项融资 30,000,000.00 质押 

固定资产 548,273,629.52 借款抵押 

无形资产 21,584,558.84 借款抵押 

合计 647,029,399.02   

7.食品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1) 2020 年度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按产品分项分 

产品分项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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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味剂  5,496,421,775.82 4,637,008,253.17 15.64 -4.81 16.87 -15.65 

 饲料氨基酸  6,051,938,436.37 5,835,202,842.18 3.58 31.26 32.05 -0.57 

 医药氨基酸  518,009,818.98 335,696,424.67 35.19 11.39 6.92 2.7 

 大原料副产品  3,039,334,149.65 2,165,498,397.28 28.75 29.80 30.85 -0.57 

 其他  1,497,917,180.34 1,148,655,240.66 23.32 15.54 33.39 -10.26 

小计 16,603,621,361.16 14,122,061,157.96 14.95 14.60 25.90 -7.63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按销售模式分 

销售模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直销 10,463,364,639.47 8,842,418,895.62 15.49 -11.10 -2.85 -7.18 

代销 6,140,256,721.69 5,279,642,262.34 14.02 125.91 149.60 -8.16 

小计 16,603,621,361.16 14,122,061,157.96 14.95 14.60 25.90 -7.63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按地区分部分 

地区分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国内 11,444,095,928.84 9,567,542,128.77 16.4 11.06 22.96 -8.09 

国外 5,159,525,432.32 4,554,519,029.19 11.73 23.32 32.55 -6.14 

小计 16,603,621,361.16 14,122,061,157.96 14.95 14.60 25.90 -7.63 

合计 16,603,621,361.16 14,122,061,157.96 14.95 14.60 25.90 -7.63 

 

四、2021 年经营计划 

根据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设置的业绩目标， 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较 2020年不低于 20%，

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较 2020 年不低于 2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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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通过工人能力认证提升技能水平，实

现人均薪酬再上涨。 

2、“安全、质量、环保”方面的工作继续深化落实：安全管理上，2021 年继续以事故的

“四不放过”为抓手，持续解决管理中发现的隐患并落实整改。质量管理上，坚持以质量立厂，

聚焦质量核心问题，总部负责建立标准，生产基地及车间质量专工负责标准落地，与同行业

全面对标，质量管理上做到行业领先。环保管理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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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标准化：在持续扩大规模的同时，继续向内部管理要效益，继

续深耕细作标准化管理，建立以报表为抓手的生产管理标准化体系，通过生产一线的数据报

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4、继续扩大公司生产规模：2021 年通辽合成氨项目、白城三期赖氨酸项目要按计划达

产达效，同时还要储 2 -3 个新品种、新技术，为公司后续发展或开拓新的赛道打下基础。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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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0 年，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恪守职责，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股东回报、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了监督，并审慎发表意见，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保障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具体履职情况如下： 

一、2020 年会议召开情况 

监事会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审慎行使《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赋予的职权，结合公司实

际经营需要，共召开 6 次监事会会议，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要求。会议的主要情况如下： 

2020 年 4 月 15 日，监事会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公司 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等议案。 

2020 年 4 月 22 日，监事会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

第一季度报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等议案。 

2020 年 5 月 8 日，监事会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0 年公司层面业绩指标的议案。 

2020 年 7 月 13 日，监事会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2020 年 8 月 5 日，监事会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0 年 10 月 23 日，监事会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二、监事会对公司 2020 年度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2020 年，公司全体监事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按

时出席监事会，积极参加股东大会、列席董事会会议，对公司 2020 年经营运作进行监督。

监事会认为，公司召开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从会议通知、会议召集和召开情况、董事和股

东出席会议情况、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结果等方面均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各次会议所作决

议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编制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

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二）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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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对 2020 年度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财务成果等进行了全面的监督、检查和审核，认

为，公司财务制度健全、内控制度完善，财务运作规范、财务状况良好；财务报告真实、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对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后期执行情况的审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 2020 年公司层面业绩指标的调整、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议案三、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全文已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进行披露，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议案四、 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049,514,475.36 元，同比增加 17.15%；净利润 1,005,432,475.46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82,063,597.02 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2020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 0.32 元/

股，与上年同期持平。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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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以 2020 年度经审计后的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数，2021 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较 2020 年不低于 20%，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较 2020 年

不低于 20%。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议案六、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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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元（含税），预计分派现金红利 9.3 亿元左右（含税），实际分

派的金额以公司发布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披

露的《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6）。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议案七、关于预计 2021 年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21 年拟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 2021 年向全资子公司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含存量），向全资子公司新疆梅花氨基酸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含存量），向全资子公司吉林梅花氨

基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含存量），向全资子公司梅花

集团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8 亿元（含存量），

向全资子公司通辽建龙制酸有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5 亿元，向全资

子公司廊坊梅花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0.5亿元（含存量）。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并授权公司总经理何君先生

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文件和办理担保手续。授权期限自通过本担保议案的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起至下次年度股东会会议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 月 9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披露的《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1 年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7）。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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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出口业务结算货币主要为美元，因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会产生

一定影响。2020 年公司出口总额为 7.3 亿美元，且目前公司尚在不断开发新的国外客户，

国外地区销售收入将继续增加。因此有必要通过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规避汇率波动对主营业

务收入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开展多币种、多途径融资是公司的必然

选择，外币融资也存在规避汇率和利率波动风险的需求。因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拟

分多批开展名义本金不超过 10 亿美元（不含现有存量 1.95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的金融衍

生品交易业务，上述业务有效期至下年度股东会召开为止，在该额度内灵活循环操作。金融

衍生品包括但不限于远期、期权、掉期和期货等产品，合理操作金融衍生品业务，可以有效

减少、规避因外汇结算、汇率、利率波动等带来的风险。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指导财务部门具体操作。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议案九、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2021 年公司（含

控股子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不超过 20 亿元，购买期限以一年内的

短期品种为主，品种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

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合法机构发行的各类理财产品及份额，购买股票及国债、国开债、

农发债等利率债，购买发行主体评级或债项评级已取得国内 AA 级及以上的各类信用债以

及其它一行三会、国务院及地方金融办认定的工具或产品。预期上述产品的年化收益率高于

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总监负责指

导财务部门具体操作，操作方案报主管副总和总经理进行最终审批。上述授权自本议案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议案十、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根据其具体工作情况决定其酬金。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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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一、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根据具体工作情况决定其酬金。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议案十二、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薪酬方案（草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研究，制定了 2021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草案）。主要内容： 

（1）在公司领薪并实际承担管理职责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岗位薪级薪酬

与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年薪制度，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薪酬总额由月度基本工资、月

度绩效考核金、年度绩效考核三部分组成，各部分在年薪中所占的比重和包含的项目根据岗

位薪级的高低而不同。 

（2）其他事项： 

①在公司任职并承担实际管理职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年薪=基

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薪资（绩效工资分为月度、季度、年度绩效） 

②公司外聘的独立董事，津贴具体金额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各年实际工作情况确定。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议案十三、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重点投资计划总金额约为 20 亿元左右，包括白城三期赖氨酸

及其配套项目、其他节能降耗技改类、技术提升类项目等。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

负责具体实施，包括担不限于项目立项审批、招投标、开工建设等。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议案十四、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

因激励对象景旭智等 4 人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上述 4 人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 26.212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因激励对象刘国鹏等 2020 年个人层面绩

效未完成，不符合当期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将 2020 年个人层面绩效未完成的激励对象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13.98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上述合计回购注销

140.192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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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1.54 元/股，回购总金额为 215.8957 万元加上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回购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

披露的《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议案十五、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公司实施的《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4 位激励对象离职、部分激励对象 2020

年个人层面绩效未完成，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40.192 万

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3,100,021,848 元变更为 3,098,619,928 元。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议案十六、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公司将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40.192 万股，公

司注册资本将发生变更，为此拟相应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原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00,021,848 元。 

拟修订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98,619,928 元。 

原条款：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3,100,021,84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3,100,021,84股，

其他种类股 0 股。 

拟修订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098,619,928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3,098,619,928

股，其他种类股 0 股。 

除以上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其他需听取的议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同时需听取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已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进行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