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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2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       ）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安信证券 李水云；中金公司 黄逸君；国泰君安期货 林霞、 杨

焕璐；杭州萧山农商基金 马伟俊；时代浙商沈松华；明溪天

泽 刘卫；明溪资产 李金磊；浙江洲旭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王

沛；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肖梦；上海中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许国阳、曾思源；正方（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夏丹；

毅达资本 吴纤尘；众钰投资 吴远；维美投资 陈旭；凯银投

资 王博；北吉星（杭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宋永柯；浙江宁

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芝进；杭州瑜瑶投资 杨泽斌；宁波银

行 顾琛琦；上海众奂投资 项潘龙；中财招商 许文涛；中举

资产 胡继强；浙江国恬投资 王国峰；湖北高宜产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王畅达、高明；杭州高航投资 胡锡勇；锦炜基金 陈

剑锋；上海张江安稳股权投资基金 王欣；浙江省并购联合会 

项立、戴骏彦 

时间 2021 年 6月 24 日 

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大洋镇朝阳路 22号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阳贵先生 

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汪贤玉先生 

董事兼副总经理仇永生先生 

董事会秘书徐旭平先生 

财务总监陈旭君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现场参观公司厂区及研发中心大楼 

二、现场交流会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解读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第

一季度报告 

（二）公司董事长陈阳贵先生讲话 

（三）公司参会高管与投资者现场交流 

附件清单（如有） 大洋生物投资者交流会主要问答内容。 

日期 2021 年 6月 24 日 

 

  



附件：大洋生物投资者交流会主要问答内容 

问题一：公司 2017 年开始期间费用率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其中 2017

年较上年有明显的上升，最近三年比较稳定，这样的变化是和公司的业务结构还

是公司发展有关系？上市之后会下降么？另外，公司目前估值比较低，是不是历

史上一直以来管理团队持股比例就是比较低，后续会不会有股权激励？因为公司

现金流现在也不错。 

回复：您好！公司的上市工作是从 2017 年开始的，当年中介机构费用较上

年是一个新的增加，再加上财务上的汇兑损失、运费上涨等多种因素，使 2017

年的期间费用上升比较明显；2020 年虽然直观的期间费用变化不大，但其中的

运费因会计政策变更，由原来的“销售费用”改为“营业成本”，使期间费用中

上升幅度较大的工资金额被隐含了。未来，随着子公司福建舜跃进入试生产，以

及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提升，期间费用在原来的基础上会有所上升。 

公司目前股价较低，根据我们的了解，公司市盈率和浙江省化工行业的平均

近四十的市盈率比起来差距还很大。 

公司初创时为社办集体企业，1988 年，建德市政府进行股份制试点实行了

人人持股的模式，股份相对分散。后来公司几次扩大经营需增资时，都根据股东

大会决议要求认真执行，因此，公司管理团队持股比例不高有历史的原因。 

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期、有效的激励约

束机制，能吸引与稳定不同岗位的核心员工，有效调动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的积

极性。公司的管理层认为，实施这项工作很有必要，但具体实施的时点、激励对

象和激励金额与方式等均需要通过规定的决策程序后再作决定。谢谢！ 

问题二：我这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公司原料氯化钾和碳酸氢铵的在生产成

本占了 60%左右的比例，原料上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产成本，能不能介绍一下

近段时间氯化钾和碳酸氢铵的价格走势？第二个问题，根据 2020 年度年报，公

司四类主营产品我们算了一下产能大概是 7 万多吨，但是另外一个数据公司化工

产品有 13.7 万吨，这个数据有比较大的出入，那么请问这个 13.7万吨和 7万多

吨的差额 6万多吨具体是什么产品？ 

回复：您好。碳酸钾的生产除了能源成本外，主要原料氯化钾和碳酸氢铵在

成本中占据了很大份额，尤其氯化钾占比为大。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氯化钾价格



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今年 1-5 月，已累计上涨了 500 元/吨左右；进入 6 月

份以来，涨幅迅猛。碳酸氢铵今年累计上涨 5%左右，每吨原料影响几十元。 

今年初，因为上述原料和煤炭价格的上涨导致成本上升，我们对公司出厂碳

酸钾、碳酸氢钾产品的价格作了一些调整。随着该产品原料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也会相应调整产品价格。 

当前，氯化钾价格的快速上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国内氯化钾

生产产能、产量近年来虽在稳定增长，能解决大约 50%左右的市场需求，其余主

要依赖进口，而全球氯化钾的贸易权和定价权是由国际的头部四家企业控制的，

因此进口氯化钾的涨价，一定程度带动了国内氯化钾的上涨。另一个因素是：由

于氯化钾价格维持高位，并持续补涨，使现有部分国内贸易商惜售，无形中增加

了货源的紧缺性。 

值得注意的是，5 月 19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党务会议，部署做

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上周，李克强总理在东北考察，对化

肥、农业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氯化钾作为硫酸钾和复合肥的主要原料，与农业生

产存在很大的关联度，肥料价格涉及农民种粮积极性，因此，国家很可能会采取

一些措施，保持大宗商品的价格稳定。 

关于第二个产量有出入问题，公司去年年初碳酸钾（含折合碳酸氢钾）的产

能是 6.5 万吨。随着募投项目阶段性验收通过，碳酸钾产能得到释放，到年底公

司碳酸钾（含折合碳酸氢钾）综合产能达 7.70 万吨。去年实际生产碳酸钾 6.24

万吨、碳酸氢钾 1.40万吨，而每吨碳酸钾产出就会有 0.86吨的氯化铵产品产生，

因此，所产生的差额 6万多吨系氯化铵产品。谢谢！ 

问题三：公司氯化钾是使用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回复：您好！公司所使用的氯化钾原料，其氧化钾含量要求为 62%以上。青

海盐湖这一规格产品，是我公司的首选。今年我们在青海盐湖已经采购大约 1

万吨左右，其余的依赖进口。谢谢！ 

问题四：公司采用离子交换法和别的公司采用的离子膜电解法电解法制得碳

酸钾原料都用的是氯化钾，单耗差别在哪里？ 

回复：您好！公司随着离子交换法工艺技术的不断进步，原料单耗已接近理

论值；我相信离子膜电解法，作为氯碱行业普遍使用的生产方法，原料消耗指标



差异也不会很大。谢谢！ 

问题五：刚刚陈董事长也说到，公司前段时间拿到了一块企业发展用地，计

划用于扩大公司产品生产项目，我们也看到盐酸氨丙啉这个产品在公司的几大产

品中的毛利润比较高，为什么在选择募投项目的时候没有选择盐酸氨丙啉项目

呢？ 

回复：您好！公司募投项目是在 2019 年初确定的，当时也曾考虑将盐酸氨

丙啉扩建项目作为首选募投项目之一，但因各项目计划实施的时序中盐酸氨丙啉

靠后而未被列入。谢谢！ 

问题六：根据公司 2020 年年报内容，市场生产盐酸氨丙啉产品只有贵公司

和美国辉宝两家，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应该会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很多，我们非常

好奇，为什么只有两家公司生产？ 

回复：您好！目前市场上抗球虫药物的品种不少，盐酸氨丙啉作为中高端抗

球虫药物，具有高效、低毒、低残留、用药安全的优点，被市场高度认可和在禽

类及其它动物养殖防治中使用。早些年，我们知道国内有三、四家企业在生产，

但是由于该产品市场准入高标准，生产技术高壁垒，加之环保、客户壁垒等原因，

原有企业纷纷停止生产该产品。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2017 年的研究

报告，全球仅有美国辉宝和我公司在生产。我们公司通过近十年的持续深耕，在

生产技术上、安全环保治理上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市场竞争力还在不断上升。

谢谢！ 

问题七：盐酸氨丙啉是兽药中间体还是什么？ 

回复：您好！该产品是兽药原料药，作为禽类等动物防治，还需要以制剂的

或预混剂的形式作进一步加工。谢谢！ 

问题八：公司一季度公司转固了福建舜跃 2-氯-6-氟苯甲醛等含氟芳香烃系

列产品项目，是 1500 吨生产线都投产了么？ 

回复：您好！子公司福建舜跃“年产 1500 吨 2-氯-6-氟苯甲醛等含氟芳香

烃系列产品”项目，于去年 12 月底分阶段有序进入试生产，其中，已经有部分

工序产能、质量达到设计标准，符合资产转固要求。接下来，公司会加快调试进

度，早日实现全线的达产和满产。谢谢！ 

问题九：公司现在的股价是 39块多，总的市值是 24亿多，市盈率 20 多倍，



像 ST 盐湖，他们停牌前的市值差不多是 400 多亿，你们的碳酸钾产量比盐湖还

要大，这样一个市值倒挂，你们是怎么想的？ 

回复：您好！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碳酸钾、碳酸氢钾，对标国内上市公司

盐湖钾肥，他们在停牌之前也有碳酸钾的生产，但这只是盐湖钾肥公司的小众产

品之一，盐湖钾肥以生产氯化钾为主营业务。谢谢！ 

问题十：请问公司有没有考虑做一个市值管理的规划，有没有并购同类企业

的计划？现在逐步进入注册制，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也比较大，现在公司的市值

和很多头部企业存在一定的差距，有没有市值管理这方面的考虑？ 

回复：您好！公司目前专注主业，没有专人做市值管理，也没有对市值进行

刻意追求。我们认为，企业的根本是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不断把

企业蛋糕做大，为社会作出贡献。未来，公司只要把主业做精、做深，不断提高

产品的竞争力，将企业做大做强后，最终市值会与之相匹配。谢谢！ 

问题十一：公司处理一些氨氮废水，副产物的提取，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可能

就储藏在低浓度盐的处理环节上，不知道准不准确，那如果是像这样的话，那和

传统的农药企业是有点相似的，原来是做无机盐，现在在向有机化工方向走，处

理废弃物也是比较复杂的工作，带来收益相对比较慢，公司在这个领域已经积累

这么多技术，碳酸钾、碳酸氢钾的市场增速比较慢，以后有没有想扩展到一些增

速更大的业务市场，比如像盐湖提锂技术，这样的市场认可度就比较高？ 

回复：您好！您的建议非常好，我们企业现在已经在做一些产品市场的研发

课题，与客户一道解决钾资源循环技术难题，现在在这个领域我们有大量的客户

基础，这些客户采购碳酸钾后，以碳酸钾为主要原料参入有机物质，研发部门和

下游客户联合一起进行相关的技术研究，并已经产生一些技术成果。您的建议为

公司发展提供了一条思路。谢谢！ 

问题十二：公司碳酸钾、碳酸氢钾市场我们乐观一点估计，五年之后的市场

销量变化会如何？ 

回复：您好！碳酸钾募投项目完全实施到位后，公司碳酸钾、碳酸氢钾的综

合年产能将达到 10 万吨的规模，我们对未来的市场非常有信心。随着科技进步，

碳酸钾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会越来越广，用量会持续增长，推动下游的市场需求。

因此，碳酸钾作为基础性化工原料，五年之后市场增量是必然的。谢谢！ 



问题十三：公司股价在 4 月 25 日左右有一个快速的下跌，这个是什么原因？

还有公司氯化钾在碳酸钾的制造成本中的占比多大呢，我们产品也在涨价毛利率

是否会稳步提升？ 

回复：您好！公司股价于 4月 25日的下跌可能与 30亿市值门槛的市场传言

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刚才提的第二个问题，我从碳酸钾产品成本分析来看，原料

成本上涨会压缩毛利率空间，但产品价格上调会有一个过程，相对滞后，会有一

个阶段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升，毛利率最终还是趋于稳定状态，这是

目前碳酸钾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谢谢！ 

问题十四：在 5 月 15 日业绩说明会有投资者提问说毛利润有所下降，公司

的回复是因为解决产能瓶颈，才选择采用成本更高的碳化法，碳化法生产的是重

质碳酸钾么？ 

回复：您好！公司碳酸钾自 2020 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了产销趋紧的状态，

为了维护市场，保障客户需求，公司启用了碳化法生产线生产碳酸钾产品，以弥

补产能不足。该工艺国内也有几家企业在使用，生产出的产品为轻质碳酸钾，但

生产成本偏高。今年一季度生产了 3000 吨左右，从而拉低了一季度碳酸钾的毛

利率。谢谢！ 

问题十五：后续还是会用碳化法生产碳酸钾么？碳化法和离子交换法生产线

是否是切换使用？ 

回复：您好！碳酸钾碳化法生产线，作为公司离子交换法生产线产能的补充，

具有流线短、效率高和成本高的特点，该生产线与离子交换法生产线是分设独立

的，相互间不具有关联性。后续碳化法碳酸钾是否重启生产，主要由市场需求状

况来确定。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