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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暨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 10:00-11:3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以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公司 2021 年度暨

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事项，详见 2022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

于召开 2022年度暨 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临

2022-054号）。现将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2 年 5月 6 日，公司董事长熊涛、总经理肖明华、董

事会秘书高路、财务负责人覃光新、独立董事涂娟出席了本

次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关

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22年度暨2022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22年度暨2022


给予了回答，主要问答情况如下： 

问题 1：请问公司，路边的面包店，包子店，馒头店，

属于公司的 B端客户还是 C端客户？公司 B端客户使用的产

品是 100g 那种的大包装产品吗？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主要的客户是

B 端客户，公司有多种规格的产品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问题 2：请问公司烘焙面食业务板块，酵母的 B 端客户

和 C 端客户销售量和销售收入占比分别有多大？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销售模式

以 B 端客户为主。  

 

问题 3：俄乌战争对于贵司在俄罗斯的工厂目前已经产

生了什么影响？未来将有什么影响？公司是否会关闭俄罗

斯的厂或者将工厂转移到欧洲其他国家？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俄罗斯工厂

国内生产经营正常，出口业务由于俄乌战争受到一定影响。

俄罗斯工厂会持续经营，一方面为了充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也通过调整俄罗斯公司产品出口路径，积极开展出

口业务。 

 

问题 4：公司一季度收入目标不达预期，是行业总量需

求下滑，还是竞品价格竞争导致的？竞品价格相对公司低多

少？竞品夺走的份额是经销渠道还是直销渠道？市场份额



是否有所下降，公司未来如何应对？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一季度收入虽

然没有达到公司年度收入增长目标，同比增长 14.14%，公司

会在后面几个季度加大市场销售力度，力争完成年度经营目

标。  

 

问题 5：公司开发培养的菌种资源是否有唯一性？种群

如何保存？是否存在菌种被窃或覆灭的意外风险？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的生产菌均申

请了相关的专利保护。公司建有专业的菌种资源库，通过多

种保藏方式对不同菌株进行安全保存，公司有严格的菌种保

护制度，保障菌种安全。  

 

问题 6：随着酵母需求的日益增长，糖蜜资源会更加紧

张，未来是否水解糖将占据原料的主流，从而消除行业的周

期性并加剧竞争？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使用水解糖是为了

降低对糖蜜资源的依赖度，缓解糖蜜价格周期性给公司带来

的影响，对促进公司酵母产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水解

糖的成本和糖蜜成本都是波动的，公司会根据两种原材料价

格来具体选择，合理调整采购计划。  

 

问题 7：请问公司领导，当前市场环境下，如何展望公

司全年综合成本走势？今年二季度以来疫情反复对公司生



产、销售的影响程度如何？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全年综合

成本较去年有所上升，公司会根据成本情况合理调整产品价

格。公司总体生产销售保持正常。 

 

问题 8：请问公司与森瑞斯的合作目前进展到什么阶段？

什么时候能看到合作的成果？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与森瑞斯已成

立了合资公司，项目按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中。 

 

问题 9：请问公司 2020、2021 年第四季度均呈现毛利率

下滑较大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毛利率下滑原因系

原材料成本上升、费用增加、汇兑波动等因素所致。 

 

问题 10：请问为何国外毛利率跟国内相比差别这么大，

国内外成本不同，还是售价端 ？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国外毛利率跟国内

差别系产品结构及价格导致。 

 

问题 11：安琪纽特、福邦对应主营业务分部哪个部分？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安琪纽特、福邦属

于“酵母及深加工”产品。  

 



问题 12：请问 2022 年的糖蜜采购已经全部完成了吗？

均价大概是多少呢？制糖业的亏损对公司净利润影响大概

占多少呢？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 2022 年糖蜜

采购工作已结束，均价较去年增长 20%左右。公司制糖业务

占整体业务规模比重较小，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较小。 

 

问题 13：熊董事长，您好，请问贵司 2-3 年的战略规划？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十四五规划”

目标为收入达 200 亿元，全球发酵总产量达 40 万吨，净利

润稳定增长。 

 

问题 14：国内产能有多少？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国内产能目前

已接近 30万吨。 

 

问题 15：目前就国内市场而言，咱们酵母产品利润增涨

是否已经到了天花板，还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吗？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安琪酵母国

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50%，是绝对的龙头，酵母在国内未来的

增长将向衍生品方面发展。 

 

问题 16：提价传导是否顺畅？目前看提价是否能覆盖成

本上涨？今年还有提价的计划吗？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根据市场情况

分步骤进行了提价，提价幅度未能完全覆盖成本上涨的幅度。

公司产品定价将充分考虑市场多方面因素。  

 

问题 17：请问公司如何看待当前居高不下的糖蜜价格？

主要是哪些因素共同导致的当前糖蜜的高价？未来又有哪

些因素能够促进糖蜜价格回归正常？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糖蜜不仅用于酵母，

也用于酒精行业，其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公司正在自建水解糖项目，大力推进水解糖的使用，在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糖蜜价格。  

 

问题 18：研发、工艺方面，请问菌种的来源？菌种能否

申请专利？有无研发替代蛋白质食品？酵母蛋白质的前景？

工艺方面，每批生产后是否在生产线有保留菌种以延续下批

次生产？ 

答复：你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的菌种为自主

培育，菌种均申请了专利保护。公司有研发酵母蛋白质产品，

酵母蛋白作为新型蛋白质原料,可广泛应用于多种食品领域，

市场空间潜力较大。公司菌种均有备份保存。 

 

问题 19：公司年报显示，公司主要原材料为糖蜜，目前

国内糖蜜供应日趋紧张，导致糖蜜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直接

导致公司生产成本大幅增加。摆脱对糖蜜的高度依赖，实现



酵母主要原材料的多样性，是公司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的主要应对措施之一。请公司说明，在探索新型工艺拓宽非

糖蜜原料、开发替代原料方面的研发进度和成果应用情况。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为应对糖蜜价格持

续上涨，公司运用水解糖工艺。水解糖的原材料主要为碎米、

玉米，能够保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公司目前已通过水解糖

工艺的使用替代了部分糖蜜使用需求。 

 

问题 20：目前欧美市场对干酵母的需求情况如何？咱们

海外产能中干酵母占比有多大？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欧美市场习惯以鲜

酵母消费为主，公司也出口一部分干酵母到欧美国家，但占

比较低。公司的海外酵母产能主要为干酵母。 

 

问题 21：财务方面，请问在建工程预计转固时间及金额？

后续筹资需求及资本支出金额？定增能否完全满足公司投

资支出？2021 年度业绩是否满足股权激励股份解锁条件？

目前已计提的股权激励费用是多少？仍需计提多少？销售

费率、管理费率会否保持稳定？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在建工程转固时间

是按工程进度来进行的，具体各项目预计完工时间可查阅公

司相关公告。公司后续若有筹资需求，会按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本次定增计划是和募投项目相匹配的。经初步

测算，公司股权激励股份解锁条件是满足的，股权激励费用



是按会计准则对授予价和现行价的差额计提，每批次的计提

比例为股权激励方案中对应的解锁比例。  

 

问题 22：今后是否会提高现金分红的比例？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一直注重对投

资者的回报，公司会努力提升经营业绩，积极回报投资者，

具体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比例以公司最终披露的公告为准。 

 

问题 23：其他业务收入约 11 亿，金额很大，主要是什

么产品？未来结构和毛利率会有什么变化？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其他业务”

主要涉及改良剂、食品配料、酶制剂、贸易类等相关产品。

未来公司会在综合考虑市场多方面因素的前提下，及时调整

业务结构，努力提升经营业绩。  

 

问题 24：线上收入口径是什么？是纯 2C 电商，还是所

有线上付款的收入？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线上收入口径为各

电商平台销售收入及客户门户系统客户自主下单收入。 

 

问题 25：公司开发培养的高活性干酵母菌种与竞品相比，

产品力优势体现在哪里？特殊种群如何保存？是否存在菌

种被窃或因自然灾害导致覆灭的意外风险？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各公司所用的生产



菌株不一样，在生产特性与商业特性上会存在差异，各有特

色。公司建有专业的菌种资源库，通过多种保藏方式对不同

菌株进行安全保存，公司有严格的菌种保护制度，保障菌种

安全。 

 

问题 26：如果以水解糖为主要原料，对咱们产品品质有

没有影响，相对于以糖蜜为原料的产品有何差异性？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使用水解糖生产酵

母相关产品不会导致公司产品品质发生变化。 

 

问题 27：近期咱们公司建设了多条新增产能，请问转固

折旧摊销情况如何？对利润增长是否构成压力？影响有多

大？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的在建项目均

按照会计准则要求进行财务处理，分批次完工投产，视使用

情况进行转固，会增加公司成本，具体影响请持续关注公司

定期报告。 

 

问题 28：水解糖的成本目前看和糖蜜的成本比较接近，

咱们公司推进用水解糖替代糖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推进水解糖项

目是为了降低对糖蜜资源的单一依赖度，缓解糖蜜价格周期

性给公司成本端带来的影响，对促进公司酵母产业长远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三、其他说明 

关于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的详细情况，投资者可以

通 过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 网 址 ：

http://roadshow.sseinfo.com/)进行查看。非常感谢各位

投资者参加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在此，公司对关注和支持

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月 7 日 

http://roadshow.sseinf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