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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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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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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73,606,

820.6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350,581,236.84 元，扣除已分配利润 932,467,980.90 元，提取盈余公积

88,322,338.33 元后，2017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3,503,397,738.27 元。

目前，公司现金流较为充裕，资产负债结构比较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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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股本 3,073,691,738 股为基数（总股本为 3,108,226,603 股，

其中回购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的库存股 34,534,865 股），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利 3.30 元

（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014,318,273.54 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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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花生物

600873

梅花集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现芳

办公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

66

号

电话

0316-2359652

电子信箱

mhzqb@meihuagr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专注于利用生物发酵技术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动物营养氨基

酸、人类医用氨基酸、食品味觉性状优化产品的生物科技公司，客户遍及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研发能力

及生产技术均在行业内具有绝对领先优势， 是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跨国公司的长期供应商和战略

合作伙伴。 公司产品横跨传统农业深加工、基础化工、饲料养殖、医疗保健、日用消费等产业。

公司产品分为四大类：

● 动物营养氨基酸（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味精渣以及淀粉附产品等）

● 人类医用氨基酸（谷氨酰胺、脯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肌苷、鸟苷、腺苷、普鲁兰多糖

等）

● 食品味觉性状优化产品（谷氨酸、谷氨酸钠、呈味核苷酸二钠、肌苷酸二钠、黄原胶食品级、海

藻糖、纳他霉素等）

● 其他（工业级与石油级黄原胶、药用胶囊、生物有机肥等）。

（二）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研、产、供、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

研发方面，公司在廊坊、上海设有两大研发中心，致力于对菌种的创制与改良、发酵提取工艺的优

化。 研发中心以基础研发及产业化应用研发为核心，推行项目制管理体系，团队成员均来自国内外知

名高校院所，并与外部科研院所及知名大学广泛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学术及研发合作关系。

生产方面，公司在内蒙古通辽和新疆五家渠设有生产基地，并已经开始在吉林白城新建第三生产

基地。 各基地均配备了行业内最先进的生产装置，建立了成本最优、资源节约的综合循环利用一体化

生产线，公司获得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

ISO1800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一系列国家级认证。 公司以“尽产尽销” 为指导原则，在各基地和

产线之间进行统一的计划排产，并严格执行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红线管理，保证了产品质

量和供应的稳定，在行业内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和美誉度，与饲料、食品、医药等行业的众多大型知名企

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采购方面，公司设有采购部，负责分析原材料的市场价格走势，集中制定采购策略，并执行相关的

采购工作。 公司原材料主要包括玉米、煤炭、大宗辅料等，一方面采购部建立了合格供应商体系，保障

了原材料的质量和供应的稳定，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原材料各自的行业特点，公司结合多种采购模式，

确保了最优的采购价格。 以玉米采购为例，玉米的供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为减少玉米价格波动带来

的影响，公司采用了代收代储、市场收购、参与国有粮库拍卖、进口配额、直接从农户收购等多种方式

相结合的模式进行采购。 煤炭采购则通过与当地大型煤炭企业签订长期采购协议，在确保煤炭及时足

额供应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采购成本。

销售方面，公司设有营销公司统一负责产品的销售、市场的开拓、客户关系的维护等工作，建立了

完整、规范、市场化导向的营销及客户服务流程和管理体系，并根据市场变化对公司的产品和营销战

略进行动态调整。 公司多年来通过卓越稳定的产品质量及诚信的口碑建立了良好的市场及形象，与客

户维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积累了大量的战略合作伙伴，打造了行业内知名的“梅花” 品牌。 此外，

公司持续积极推进业务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大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开拓力度，报告期内公司的海外销

售收入占比约 28%左右，业务遍及一百多个国家，其中五十多个为“一带一路” 国家。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关于行业相关信息，参见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第一部分“2017 年宏观环境

回顾” 及“2017 年行业环境回顾” 部分。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2015

年

总资产

17,101,915,003.75 16,983,012,102.37 0.70 18,169,496,736.85

营业收入

11,132,161,082.33 11,092,771,951.51 0.36 11,853,174,31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73,606,820.66 1,041,689,943.85 12.66 425,456,76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3,054,738.13 842,776,942.66 -1.15 259,586,51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105,157,993.88 9,064,019,058.49 0.45 833,151,774.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44,108,816.39 3,058,568,973.99 -49.52 3,444,038,776.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8 0.34 11.76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8 0.34 11.76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3.14 11.98

增加

1.16

个

百分点

5.17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

1-3

月份）

第二季度

（

4-6

月份）

第三季度

（

7-9

月份）

第四季度

（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739,108,531.41 2,866,685,633.77 2,334,579,628.52 3,191,787,28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41,433,631.67 279,009,423.50 74,884,081.07 478,279,68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84,100,338.50 227,303,391.77 32,563,638.19 289,087,36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5,550,291.38 504,759,711.10 459,407,664.25 274,391,149.6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9,25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4,25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孟庆山

0 854,103,033 27.48 0

质押

479,890,000

境内自然人

胡继军

0 248,469,341 7.99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52,285,794 4.90 0

未知 国有法人

杨维永

0 78,810,526 2.54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爱军

0 71,316,274 2.29 0

质押

46,000,000

境内自然人

梁宇博

0 53,668,518 1.73 0

质押

24,150,000

境内自然人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34,534,865 34,534,865 1.11 0

无 其他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29,007,028 29,007,028 0.93 0

无 其他

创金合信基金

－

浦发

银行

－

创金合信新活

力

1

号分级型资产

管理计划

0 28,831,607 0.93 0

未知 其他

何君

0 23,449,758 0.75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孟庆山、王爱军、何君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知其一致行动关系。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

所

梅花生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5

梅花

01

122422 2015-7-31 2020-7-31 1,500,000,000 4.47

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梅花生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15

梅花

02

136012 2015-10-30 2019-10-30 1,500,000,000 4.27

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5.2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7 月 3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底按时足额兑付公司

债券（第一期）利息到相关账户。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0 月 30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的相关利

息，公司已于 2017 年 10 月底兑付。

5.3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5 月和 10 月出具了公司债信用评级报告，公司信用等级

AA 级。 2016 年 4 月出具了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16），公司信用等

级未变化。 2017�年 4�月 27�日出具了 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

经中诚信信用评级委员会最后审定，上调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至 AA� +� ，评级展望为稳定；上调公司债

券“15 梅花 01” 、“15� 梅花 02” 信用等级至 AA� +� ，评级变更情况详见公司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的公告。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

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相关信息将通过评级机构网站（www.ccxr.com.cn）予以公告。

5.4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

年

2016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资产负债率（

%

）

45.27 45.26 0.0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3681 0.3452 6.66

利息保障倍数

6.61 5.40 22.47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挥行业地位优势，扩充优势产能，提升市场份额，分别在通辽梅花及新疆梅

花两个基地新增了苏氨酸及黄原胶产品的产能；同时紧跟市场行情，主动把握动物营养氨基酸、呈味

核苷酸二钠及黄原胶等产品国内外需求旺盛的良好时机，积极提升销量的同时逐步提升价格，为公司

创造了更大收益。 公司得益于上年度管理咨询项目成果，内部管理得以优化提升，咨询费用及其他内

部管理费用降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1.32 亿元，与 2016 年 110.93 亿元相比稳中略升，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73 亿元，较上年同期 10.41 亿元增长 12.66 个百分点。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公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该准则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 同时要求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开始采用该修订后的准则，上述会计政策变化的主要内容为：根据新

的政府补助准则，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与企业日

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根据新的政府补助准则的要求，公司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

润” 项目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 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故本次公司会计政

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等不构成影响，也不涉及以

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 -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该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该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并对净利

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 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

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报表科目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其他收益

--- 293,219,395.42 --- ---

资产处置收益

--- 1,479,497.61 --- -9,945,446.54

营业外收入

309,622,074.36 13,498,259.54 110,145,069.06 109,919,044.26

营业外支出

22,548,027.94 21,123,106.15 11,474,541.13 1,303,069.79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16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

） 表决权比例（

%

）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00 100.00

通辽绿农生化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廊坊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00 100.00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00 100.00

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00 100.00

廊坊梅花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00 100.00

梅花集团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00 100.00

拉萨梅花生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00 100.00

通辽建龙制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通辽市通德淀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山西广生医药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 50.1342 50.1342

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3 50.1342 50.1342

新疆梅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00 100.00

通辽梅花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梅花（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00 100.00

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00 100.00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梅花（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爱军

2018 年 3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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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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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上午 9 点半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实际出席董

事 5 人，会议由董事长王爱军女士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全票通过以下议案：

1.听取总经理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关于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关于 2017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全文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进行披露）

4.�关于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017 年，公司全体上下继续秉承“全员经营 创造分享” 的经营方针，产供销全线发力，狠抓运营

管理，降本增效，主产品苏氨酸、赖氨酸利润贡献率稳中有升，色氨酸、核苷酸、黄原胶等小品类产品多

路开花，多产品均衡发展。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18]004046 号审

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13,216.11 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7,360.68 万元，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增加 12.66%,� 2017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 0.38 元 / 股，比

上年同期增加 11.7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4%，与上年相比增加 1.16 个百分点。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5.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73,606,

820.6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350,581,236.84 元，扣除已分配利润 932,467,980.90 元，提取盈余公积

88,322,338.33 元后，2017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3,503,397,738.27 元。

目前，公司现金流较为充裕，资产负债结构比较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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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股本 3,073,691,738 股为基数（总股本为 3,108,226,603 股，

其中回购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的库存股 34,534,865 股），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利 3.30 元

（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014,318,273.54 元（含税）。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6.听取并审阅独立董事 2017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7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进行披露）

7.关于续聘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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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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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

8.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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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上述第二至第八项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关于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全文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进行披露）

10.关于 2017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全文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进行披露）

11.关于公司 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全文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进行披露）

12.关于审计委员会 2017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 2017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全文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进行披露）

13.�关于预计公司 2018 年向金融机构融资总额的议案

公司 2018 年拟向金融机构融资总额： 公司计划实际融资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70 亿元 （含存量

30.66 亿元， 不含公司债券 30 亿元）， 其中母公司计划实际融资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含存量

18.15 亿元，不含公司债券 30 亿元），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在融资总额度内在各金融机构间调剂使

用，具体各金融机构融资金额以公司与其签订的合同为准。

董事会同意在上述融资总额度内，办理每笔具体融资业务时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并授权公司总

经理何君先生在融资额度内，签署相关文件和办理融资手续。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14.�关于预计 2018 年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 2018 年拟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 2018 年向全资子公司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辽梅花” ）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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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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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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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亿元（含存量）。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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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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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18 年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

15.�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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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定影响。

2017 年公司出口总额 4.6 亿美元，且目前公司尚在不断开发新的国外客户，国外地区销售收入仍将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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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人民币融资成本的不断攀升，开展多币种、多途径融资是公司降低融资成本的必然选择，外

币融资也存在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的需求。 因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于 2018 年分批开展累计总额不超

过 6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上述业务自公司权力机关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可以灵活滚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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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波动等形成的风险。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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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

16.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管理收益，同意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在

授权期限内的任意时点，理财产品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在此限额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购买的

理财产品以一年期以内的短期投资品种为主，产品品种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

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有限合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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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债等信用债券，购买发债主体评级或债项评级为已取得国内 AA 级企业债、公司债、金融债等利率债

券以及其它监管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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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授权期限为一年。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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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 ）

17.关于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向参股公司通辽德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德胜” ）出售腺苷等产品，交易

期为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预计交易金额约 12,000 万元左右。

通辽德胜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辽梅花持有其 49%的股权，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担任

通辽德胜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通辽德胜为公司关联法人，上

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为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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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

18.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该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 该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

益和终止经营损益。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 《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根据通知规定对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行项目，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

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调整。

根据上述 42 号准则及财会〔2017〕30 号通知的规定，公司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 项

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无实质性影

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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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

19.关于设立公益基金的议案

为积极投身精准扶贫事业，公司拟于 2018 年在西藏地区成立梅花公益慈善基金，原始基金数额为

人民币 200 万元，旨在通过公益基金开展一系列扶贫及捐资助教活动，为当地发展贡献力量，并将公益

理念不断融入公司的企业文化之中，作为长期事业去发扬光大，用责任和公益来反哺社会，共同营造

良好的社会公益环境。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以上第二项至第八项、第十四项至第十六项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关于召开年度

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另行决议并通知。

三、其他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专项说明

2.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审议的其他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873� � � �证券简称：梅花生物 公告编号：2018-007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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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年来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能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

允、公正的执业准则，对公司资产状况、经营成果所作审计实事求是，所出审计报告客观、真实，同时已

与公司建立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为保持审计业务的连续性，董事会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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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873� � � �证券简称：梅花生物 公告编号：2018-008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18 年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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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辽梅花、新疆梅花、吉林梅花及香港梅花

● 本次担保总金额：合计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55 亿元（含存量）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 2018 年拟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 2018 年向全资子公司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通辽梅花” ）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存量），向全资子公司新疆梅花氨

基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新疆梅花” ）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向全资子公司吉

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吉林梅花” ）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向全资

子公司梅花集团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简称“香港梅花” ）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等值人

民币 10 亿元（含存量）。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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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经审议，全票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8 年向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

法定代表人：龚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捌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味精（谷氨酸钠）生产、销售（按许可证有效期经营）；淀粉糖的生产、销售；酱油生产、

销售（按许可证有效期经营）；肥料产品的生产销售；土壤调理剂的生产、销售；液体无水氨的生产、销

售（按许可证有效期经营）；单一饲料的生产、销售（按许可证有效期经营）；氨基酸系列产品的生产、

销售；饲料添加剂的生产、销售（按许可证有效期经营）；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按许可证有效期经

营）；煤炭经销；仓储（危化品除外）；粮食购销。 医药中间体（腺苷）的生产、销售；腺嘌呤的销售；销售

液体无水氨副产品液氨、液氩、液氧；副产硫酸铵的生产销售；设备维修；货物搬运、装卸；劳务咨询服

务；设备租赁、房屋租赁；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辽梅花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通辽梅花总资产 714,093.90 万

元， 净资产 346,585.59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47,436.29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7,289.70 万元。

2.被担保人名称：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五家渠工业园区北二西街 1289 号

法定代表人：王有

注册资本：贰拾伍亿贰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味精[谷氨酸钠（99%）]、食品添加剂、调味品、淀粉、蛋白粉及淀粉副产品、氨基酸系列

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粮食购销；一般货物与技术进出口；复合肥生产、销售；液体无水氨及副产品液

氮、液氩、液氧、黄原胶生产与销售；有机肥、土壤调理剂、复混肥料、水溶肥料、生物有机肥生产、加工、

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疆梅花系公司 2011 年在新疆五家渠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新疆

梅花总资产 739,441.65 万元，净资产 304,268.28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408,365.03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640.26 万元。

3.被担保人名称：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白城工业园区珠江路南，云海街西

法定代表人：张士峰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味精谷氨酸钠 99%、食品添加剂、调味品、淀粉、蛋白粉及淀粉副产品、氨基酸系列产品

生产加工、销售；粮食收购；一般货物与技术进出口；复合肥生产、销售；黄原胶生产与销售；有机肥料、

土壤调理剂、复混肥料、水溶肥料、生物有机肥生产、加工、销售；医药中间体（腺苷）的生产与销售；副

产品硫酸铵生产与销售；机械设备维修、租赁；劳务咨询服务；粉煤灰、炉渣销售；味精渣，核苷酸渣生

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吉林梅花系公司 2017 年 8 月在吉林白城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目前正处于建设阶段。

4.被担保人名称：梅花集团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RM� D� 10/F� TOWER� A� BILLION CTR� 1� WANG� KWONG� RD

KLN� BAY� KL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

登记证号：60746212-000-12-17-5

香港梅花系公司根据《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 32 章）在香港注册的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香港梅花主要用于拓展公司国际贸易业务，加强公司与海外客户的联系。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香港梅花资产总额为 28,783.52 万元，净资产为 5,210.66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280,

839.4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38 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 2018 年拟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 2018 年向全资子公司通辽梅花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

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存量），向全资子公司新疆梅花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向全资子公司吉林梅花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向全资子公司香港梅花提供的实

际担保余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0 亿元（含存量）。

四、董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通辽梅花、新疆梅花、吉林梅花、香港梅花同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开展业务需要公司提供担

保。 该项担保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意见：

上述四家公司均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担保目的在于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同

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等值人民币 9.61 亿元，占最近一年

（2017 年度） 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0.26%； 控股子公司对上市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1

亿元，占最近一年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1.75%；除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专项说明

3.通辽梅花、新疆梅花、吉林梅花、香港梅花营业执照复印件

4.通辽梅花、新疆梅花、吉林梅花、香港梅花 2017 年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873� � � �证券简称：梅花生物 公告编号：2018-009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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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业务规模：累计总额不超过 6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

●特别风险提示：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性风险

2018 年 3 月 22 日，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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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出口总额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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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人民币融资成本的不断攀升，开展多币种、多途径融资是公司降低融资成本的必然选择，

外币融资也存在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的需求。 因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拟分多批开展累计总额不

超过 6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上述业务自公司权力机关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内可以灵活滚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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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业务品种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国际、国内产

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远期、掉期合约等，

三、业务规模

1.交易币种：美元为主

2.交易规模：累计总额不超过 6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

四、可能面临的风险

1. 市场风险：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主要为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套期保值类业

务，存在因标的利率、汇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导致金融衍生品价格变动而造成亏损的市场风险。

2.流动性风险：因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均为通过金融机构操作的场外交易，存在因各种原因导

致的平仓斩仓损失而须向银行支付差价的风险。

3.操作性风险：在具体开展业务时，如发生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报备及审批，或未准确、及时、完

整地记录金融衍生品业务信息，将可能导致金融衍生品业务损失或丧失交易机会。 同时，如交易人员

未能充分理解交易合同条款和产品信息，将面临因此带来的法律风险及交易损失。

五、公司计划采取的措施

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开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汇率波动等对公司的影响，在汇率发生较大

波动时，公司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金融衍生品交易具有复杂性、高杠杆性、虚拟性、高

风险性等特点，为控制风险，公司采取如下措施：

1.按照《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实际操作中，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工具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为防止远期

结售汇延期交割，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

2.公司选择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时，慎重选择公司交易

人员。

3.严格执行岗位职责和人员分离原则，交易人员与会计人员不得相互兼任。

4.加强对公司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理，严格遵守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

5.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将会定期、不定期对实际交易合约签署及执行情况进行核查。

6.当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重大浮亏时要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及时建立应急机制，积极应对，妥

善处理。

7.依据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手册》要求，选择恰当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监控机制，持续监控和报告各

类风险，在市场波动剧烈或风险增大情况下，增加报告频度，并及时制订应对预案。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公司实际业务量需要，结合公司产品外销等外汇业务特点，为规避汇率波动

等带来的风险，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符合有关制度和法规的要求，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873� � � �证券简称：梅花生物 公告编号：2018-010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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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管理收益，2018�年 3�月 2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在授权期限内的任意时点，理财产品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在此限额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购买的理财产品以一年期以内的短期投资品种为主，产品品种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

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有限合伙等机构发行的各类理财产品及份额，购买股票及国

债、国开债、农发债等信用债券，购买发债主体评级或债项评级为已取得国内 AA 级企业债、公司债、金

融债等利率债券以及其它监管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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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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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授权期限为一年。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理财产品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等风险，从而可能对投资资产和预期收

益产生影响。 为有效防范上述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

1.成立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由主管副总、财务总监及资金处处长组成，产品组合交易由风险管

理委员会进行风险评估并投票表决，获得多数票的可以执行操作；

2.在统筹考虑公司整体资金状况、融资环境等因素下，做好资金调配的基础上，确定具体理财产品

业务规模；

3.在满足经营资金需要的情况下做好投资理财产品的配置，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适当调整投资策

略与投资组合，以控制整体风险；

4.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5.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将在确保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实施，通过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可以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

资产的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确保在满足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的投资收益。 公司开展的理财投

资业务受审计部、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监督，能够有效地控制相应的风险，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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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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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此项关联交易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8 年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向参股公司通辽德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德胜” ）出售腺

苷等产品，交易期为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预计交易金额约 12,000 万元左右。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前予以认可： 该项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

发生的，将严格遵守公平公允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广大中小

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及独立性造成影响，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项关联交易额

2018 年预计 12,000 万元左右，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公司与关联方在 2018 年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双方的相关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并将给双方带来经济效益，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

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二）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7

年预计金额（万元）

2017

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等

通辽德胜

3,000 1835.6

通辽德胜于

2017

年

7

月设立，运营初期

受试生产等因素影响实际发生额小于预

计金额。

（三）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计金额（万元）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等

通辽德胜

12,000

（

1

）

2018

年预计金额为

2018

年完整会计年度的交易金额；

2017

年实际发生额为

2017

年

8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份交易

额。

（

2

）通辽德胜目前生产经营稳定，根据通辽德胜的生产

规模预计

2018

年关联交易额约

12,00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通辽德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通辽梅花院内

法定代表人：苏华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 7�月 4 日

经营范围：腺嘌呤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通辽德胜总资产为 3,337.88 万元，净资产为 2,010.13 万元，2017 年度

营业收入为 1,515.85 万元，净利润为 10.13 万元。

（二）关联关系

通辽德胜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梅花” ）和洛阳德胜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其中通辽梅花持股 49%，通辽德胜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担任通辽德胜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通辽德胜为公司关联法

人，公司和通辽德胜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或通辽梅花向通辽德胜销售腺苷、提供原辅料等。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

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定价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

商定价，确定出公平、合理的价格。 公司与关联方直接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在自愿平等、公平、

公允的原则下进行，交易的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

四、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通辽德胜的关联交易属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且两家公司具有地理位置上的便利优势，可降

低运输成本，能增加双方的经济效益。

上述关联交易严格遵守公平公允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及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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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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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和终止经营》和《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文件规定，

对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损益、 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

影响。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第十

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简称“42 号准则” ），该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 该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

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 《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根据通知规定对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行项目，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

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调整。

根据 42 号准则及财会〔2017〕30 号通知的规定，公司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并

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无实质性影响，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通知要求，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 及“营业外支出” 的资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置

收益列报。

本公司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1.2017 年营业外收入减少 2,904,419.40 元，营业外支出减少 1,424,921.79 元，合计重分类至资产处

置收益 1,479,497.61 元。

2.2016 年营业外收入减少 226,024.8 元，营业外支出减少 10,171,471.34 元，合计重分类至资产处置

收益 -9,945,446.54 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

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

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及财

政部相关文件的规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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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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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

在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 66 号三楼会议室举行。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常利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审议通过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7 年，公司全体上下继续秉承“全员经营 创造分享” 的经营方针，产供销全线发力，狠抓运营

管理，降本增效，主产品苏氨酸、赖氨酸利润贡献率稳中有升，色氨酸、核苷酸、黄原胶等小品类产品多

路开花，多产品均衡发展。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18]004046 号审

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13,216.11 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7,360.68 万元，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增加 12.66%,� 2017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 0.38 元 / 股，比

上年同期增加 11.7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4%，与上年相比增加 1.16 个百分点。

4.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73,606,

820.6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350,581,236.84 元，扣除已分配利润 932,467,980.90 元，提取盈余公积

88,322,338.33 元后，2017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3,503,397,738.27 元。

目前，公司现金流较为充裕，资产负债结构比较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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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股本 3,073,691,738 股为基数（总股本为 3,108,226,603 股，

其中回购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的库存股 34,534,865 股），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利 3.30 元

（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014,318,273.54 元（含税）。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

《公司章程》中关于现金分红的要求。

上述四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核通过公司 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6.对公司 2017 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68 条和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7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有关

要求，认真审核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18]004046 号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及公司编制的 2017 年度报告及摘要，认为：公司 2017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17 年度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7.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及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规

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8.对公司依法运作、财务情况、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意见

（1）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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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财务管理规范，财务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公司编制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并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内字

[2018]000059 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目前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运作、制度执行和监督的实际情况。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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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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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孟庆山先生发来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2018 年 3 月 21 日， 孟庆山先生将其质押给鹤峰县财政局的 10,000,000 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

0.32%）无限售流通股解除了质押登记。

截止本公告日，孟庆山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854,103,033 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本总

数的 27.48%（公司股本总数 3,108,226,603 股）；其中累计已质押股份 445,19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 52.12%，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4.32%。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2018年 3月 23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