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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蒋春黔 工作原因 蒋骁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琪酵母 60029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帮俊 高路 

电话 0717-6369865 0717-6369865 

办公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城东大道168号 湖北省宜昌市城东大道168号 

电子信箱 zbj@angelyeast.com gaolu@angelyeast.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873,548,321.63 8,980,200,338.85 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566,848,043.53 4,292,951,229.98 6.3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4,875,923.39 177,227,982.77 -1.33 

营业收入 3,713,738,609.13 3,326,761,406.72 1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64,281,844.75 502,784,756.56 -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36,075,314.97 480,538,200.76 -9.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15 12.73 减少2.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634 0.6101 -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634 0.6101 -7.6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1,0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9.98 329,451,67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2.10 99,693,427   未知   

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66 46,621,651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未知 2.77 22,851,33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2.31 19,033,25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

合   

未知 1.76 14,500,000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72 14,206,040   未知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01 8,350,00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2 7,556,440   未知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

金 

未知 0.87 7,156,853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和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

司均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其余股东本公司未知其之



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1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63%；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64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66%；每股收益 0.5634 元，同比下降 7.6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每股收益 0.5292 元，同比下降 9.2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0.15%，同比下降 2.58 个百分

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3%，同比下降 2.64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保持稳定健康发展趋势，主导产品收入持续增长，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有所

增长，基本实现了半年度经营目标，但是公司净利润同比出现下降，毛利率和净利率也有所下滑，

主要原因是安琪俄罗斯糖蜜价格上涨，安琪埃及本币升值，导致原材料成本上涨；国内多工厂提

前集中进行大修；安琪伊犁因环保原因限产导致其成本上升，利润下滑；市场开发难度增加，投

入加大，导致销售费用增幅较大；新产品试验等投入增加，导致研发费用增幅较大；母公司待弥

补亏损抵扣额度使用完毕，利润同比增幅较大，以及安琪俄罗斯本期实现盈利导致所得税费用增

加。 

针对以上因素，2019 年下半年，公司继续贯彻落实年度经营计划，强化“上销量”的市场开

发措施，持续降低成本，控制费用增幅，加快产品升级改进和新产品开发速度，解决重大技术和

管理难题，持续推进增收节支和降本增效，努力提高公司盈利水平，争取完成全年经营目标。 

 

3.1.1 财务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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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3,738,609.13 3,326,761,406.72 11.63 

营业成本 2,368,126,081.85 2,109,692,951.32 12.25 

销售费用 414,908,779.75 339,374,592.10 22.26 



管理费用 126,722,523.12 118,032,781.24 7.36 

财务费用 49,853,745.41 68,710,767.76 -27.44 

研发费用 153,551,563.39 109,746,834.81 39.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875,923.39 177,227,982.77 -1.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328,904.58 -333,514,089.70 -29.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9,528,908.41 69,551,561.63 675.73 

其他收益 30,059,903.40 18,734,354.15 60.45 

投资收益 -4,403,955.62 529,233.25 -932.14 

资产减值损失 -13,056,819.04 2,445,291.36 -633.96% 

资产处置收益 558,423.85 351,420.30 58.90 

营业外支出 1,534,108.25 837,979.88 83.07 

所得税费用 100,233,385.17 56,672,959.55 76.8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92,570,146.41 51,991,109.59 78.0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310,726,950.27 234,831,447.71 32.3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828,362.42 389,052.23 369.9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36,157,267.00 340,743,141.93 -30.6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155,182,264.69 2,001,402,535.17 57.6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246,619,436.39 1,583,854,630.00 41.85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872,775.45 -12,241,712.71 107.1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80,948,702.67 -98,976,258.01 585.9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54,964,322.86 317,680,228.72 169.13 

（1）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埃磅、卢布升值产生汇兑收益 

（2）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加大研发投入，中间试验试制费增加。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在建工程转固，投资活动减

少。 

（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借款增加所致。 

（5）其他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6）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联营企业亏损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增加所致。  

（8）资产处置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出售固定资产收益增加。 

（9）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固定资产报废增加所致。 

（10）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股份公司和安琪俄罗斯所得税增加所致。  

（1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收到政府补助增加。  



（1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销售收入增加，支付的市场销售

费用增加。  

（13）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安琪伊

犁处置资产增加。 

（1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埃及年产

12,000 吨酵母抽提物项目已投产，项目支出减少所致。  

（15）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16）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上年债务到期，在报告期归还所致。  

（17）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埃磅、卢布升值导致。  

（18）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增加。  

（1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增加。  

3.1.2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货币资金 854,964,322.86 8.66 374,015,620.19 4.16 128.59 

长期待摊费用 16,132,477.14 0.16 3,490,778.85 0.04 362.15 

短期借款 2,112,216,120.53 21.39 1,530,306,332.23 17.04 38.03 

应付职工薪酬 86,766,452.55 0.88 141,542,124.60 1.58 -38.70 

应交税费 60,506,226.64 0.61 39,450,845.14 0.44 53.37 

其他应付款 70,465,943.43 0.71 47,208,955.10 0.53 49.26 

长期借款 1,518,359,248.38 15.38 640,080,378.16 7.13 137.21 

（1）报告期内，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 128.59%，主要原因是在 6 月末收到进出口银行政策性

贷款所致。 

（2）报告期内，长期待摊费用较上年末增加 362.15%，主要原因是增加广告代言费所致。 

（3）报告期内，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 38.03%，主要原因是新增短期贷款用于归还上年末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9,700 万元所致。 

（4）报告期内，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下降 38.70%，主要原因是发放 2018 年年终奖所致。 

（5）报告期内，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增加 53.37%，主要原因是股份公司和俄罗斯公司所得税增

加。 



（6）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末增加 49.26%，主要原因是增加应付少数股东股利 2,040

万元。 

（7）报告期内，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 137.21%，主要原因是调整负债结构，增加进出口银行

长期政策性贷款。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熊涛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