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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报更正暨资产减值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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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参股公司澳

大利亚法玛科营养有限公司（英文名 Pharmamark Nutrition Pty Ltd，以下简称“法

玛科”）存在破产风险，公司就法玛科投资事项及相关债权进行计提减值，该事

项将导致公司 2022 年归母净利润下降 50.37%。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了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

报，现因对参股公司法玛科计提减值准备而发生财务数据修正如下，财务数据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以公司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为准。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较上年

同期增减变

动幅度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433,424,477.65 433,424,477.65 351,109,348.43 23.44 

营业利润 97,285,213.43 50,254,872.31 117,157,664.42 -57.10 

利润总额 124,219,673.66 77,189,332.54 152,060,253.73 -49.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08,690,644.11 63,811,399.40 128,578,881.86 -50.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74,153,253.15 29,274,008.44 83,428,800.87 -64.91 



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元） 
0.90 0.53 1.07 -5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51 4.57 9.53 

减少 4.96 个百

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较上

年同期增减变

动幅度（％） 
修正前 修正后 

总 资 产 1,592,659,962.92 1,547,780,718.21 1,448,490,893.74 6.8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 
1,464,946,664.58 1,420,067,419.87 1,381,023,990.59 2.83 

股    本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12.21 11.83 11.51 2.78 

 

二、业绩快报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因对参股公司法玛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进一步计提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而发生，如法玛科进入破产程序，将对公司造成投资损失

32,689,698.41 元，债权损失 14,340,642.71 元，合计 47,030,341.12 元，考虑递延

所得税后对利润表的影响为 44,879,244.71 元。具体计提减值明细如下表： 

本次业绩快报更正数据仅对法玛科事项影响预估，不涉及其他因素或其他数

减值类型 账面余额 
修正前：坏账准备/

资产减值准备 

修正后：坏账准备/

资产减值准备 
对利润影响 备注 

应收账款-法玛科计

提坏账准备 
15,156,453.06 7,200,333.37 15,156,453.06 -7,956,119.69 全额计提 

预付账款-法玛科计

提坏账准备 
10,511,160.62  6,384,523.02 -6,384,523.02 

报告期后至本公告

日，法玛科向公司

交付产品 33.74 吨，

未交付部分全额计

提 

长期股权投资-法玛

科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32,689,698.41  32,689,698.41 -32,689,698.41 全额计提 

合计-减值损失对利

润影响 
 7,200,333.37 54,230,674.49 -47,030,341.12  

考虑递延所得税后

对净利润影响 
 6,120,283.36 52,079,578.08 -44,879,244.71  



据调整。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并且已与年审

会计师进行充分沟通测算，与会计师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风险事项的具体情况 

（一）投资背景概述 

法玛科系公司参股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注册地为澳大利亚悉尼市，经营

范围为生产混合植物油粉、长链不饱和脂肪酸粉以及进行新型食品相关技术的研

发，目前主要从事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微胶囊包埋和油脂粉末化加工产品生产销售。 

投资法玛科是基于公司全球化战略，公司主要服务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该

领域高度全球化，海外主要客户系雀巢、达能、新莱特等全球知名跨国企业，上

述海外大客户在东南亚及澳新建有工厂，因此开发法玛科泰国工厂，将其定位为

公司粉剂海外代工厂，发挥法玛科泰国工厂的区域优势，帮助公司持续优化全球

供应链与客户服务体系。 

另外，根据公司市场调研，国内婴幼儿配方奶粉领域客户使用鱼油粉占比超

过 40%，国内婴幼儿配方奶粉企业对鱼油粉的年需求量超过 1,500 吨，因此开发

鱼油粉供应链是公司开拓婴幼儿配方奶粉领域存量市场、提升市场份额的需要。

全球初制鱼油资源集中在北大西洋、阿拉斯加一带及澳新地区，鱼油粉微胶囊技

术则集中在欧洲、澳新及北美地区。法玛科系澳大利亚企业，具有 CSIRO（澳大

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微胶囊包埋技术授权，掌握一定的鱼油资源，因

此基于客户、市场的高度重合性和鱼油粉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决定投资法玛科。 

（二）投资情况 

1、第一次投资情况 

2018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经全资子公司嘉必优亚太对法玛科进行首次投资，

投资金额价款共计 306 万美元，认购法玛科 226,667 股股份，已于 2018 年支付

第一期投资款 200 万美元，于 2020 年支付第二期投资款 106 万美元。首次投资

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法玛科 14.46%的股份。 

2、第二次投资情况 

2021 年 6 月 21 日，公司经全资子公司嘉必优亚太对法玛科进行增资，增资

总金额 370 万美元，认购法玛科 274,074 股股份，已于 2021 年支付第一期投资

款 70 万美元，于 2022 年支付第二期投资款 300 万美元。增资完成后，公司合计

持有法玛科 27.20%的股份。 



增资前，公司获悉法玛科泰国工厂在客户开发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已经获得

全球知名客户如帝斯曼、达能等公司合格供应商认证，并与部分客户签署供货订

单，但因部分原材料供应紧张、囤货周期长等客观因素，法玛科经营存在现金流

紧张问题，故为支持其长久持续发展，对其进行增资并按照协议完成了两笔投资

款支付。 

（三）业务往来情况 

1、 业务类型及审议程序 

公司与法玛科的业务往来主要包括销售采购商品以及采购服务和劳务，均为

公司正常业务需要，并作为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每年根据预计发生金额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2、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具体情况 

应收账款主要系公司向法玛科销售 ARA 油剂及 DHA 油剂产品形成。法玛

科核心技术为微胶囊粉剂产品开发及包埋技术，因其自身不生产 ARA 和藻油

DHA 油脂产品，由公司向法玛科销售油脂产品，供其自身销售、试验使用以及

加工粉剂产品使用。公司根据法玛科订单对其供货，并给予一定账期，因此形成

应收账款。因法玛科经营存在应收账款回款周期相对较长的情况，造成现金流紧

张。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法玛科对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1,515.65 万元。 

预付账款主要系公司向法玛科采购鱼油粉业务形成。由于鱼油等原材料紧缺、

供应链较长，因此公司向法玛科预付采购鱼油粉产品货款，保证其按期供货；目

前公司国内鱼油粉业务开发取得一定进展，客户陆续完成样品前期评估、进入稳

定性测试，并向部分客户的成人奶粉产品实现少量销售；2022 年底，公司根据

2023 年国内客户对鱼油粉需求的预测，向法玛科预定鱼油粉 75 吨，预付货款 150

万美元；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共交付鱼油粉产品 1.8 吨，预付账款余额

1,051.12 万元，报告期后，截至 2023 年 3 月 16 日，共交付鱼油粉 33.74 吨。 

根据法玛科提供的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法玛科 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874.59

万澳元（人民币 4,122.64 万元），其中，向公司销售产品实现营业收入折合人民

币 535.77 万元。 

（四）风险事项发生原因 

2022 年 7 月，法玛科再次对公司以补充其运营资金为由提出增资请求；公

司了解到法玛科其他股东均未有增资计划，谨慎起见，公司要求法玛科重新论证



商业模式、经营发展计划。 

2023 年 3 月初，公司收到法玛科 CEO Guy Drummond 邮件，获悉法玛科由

于运营资金短缺已经十分严重，若公司不能于 3 月 16 日前决定对法玛科进行增

资或提供财务资助，法玛科董事将申请执行澳大利亚破产清算程序，该程序仅需

几周完成。 

经公司管理层慎重研究，决定不再对法玛科增资，亦不能提供财务资助，同

时公司组建包括投资、业务及法务在内的专项工作组与法玛科及其他股东进行磋

商，尽力维护公司利益。公司预计短期内法玛科财务状况难以改善，经与年审会

计师沟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该情况下公司需对法玛科相

关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并对法玛科应收账款进一步计提坏账准备。 

四、风险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事项为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

要求，应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及时调整，将直接影响公司 2022 年度经

营业绩情况，造成公司 2022 年度净利润大幅下降。除此之外，本事项将不对公

司 2023 年经营及未来持续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2023 年，公司将按照董事会既定发展战略及部署，紧抓国内婴幼儿配方奶

粉新国标实施及国际市场帝斯曼专利到期两大发展机遇，继续夯实“一主两翼”业

务基础，巩固并提升人类营养领域市场地位，积极开发海外大客户，持续布局合

成生物学底层技术，加快推进新产品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进程，用良好的业绩回报

广大投资者。 

五、上市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已展开内部自查，加强公司内部控制，防范投资风险，完善投资管理相

关制度及流程，提高相关业务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保

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