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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一.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黄炳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乔丕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乔丕远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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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970,147.89 945,321,200.81 3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35,070,191.34 569,693,159.34 64.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372,643.57 -59,612,256.01 60.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3,470,991.55 179,741,149.13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405,521.22 10,009,196.18 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088,988.77 8,149,464.30 -49.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0 1.83 减少28.9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7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7 0.09 -2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7.0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8,507,624.21

债务重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7,003.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3,969.64

所得税影响额 -1,909,871.29

合计 6,316,532.4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1,32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

80,291,

000

51.91 80,291,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贾德强 8,700,000 5.62 8,7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青岛康煜投资有限公司 3,480,000 2.25 3,48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马向东 3,450,000 2.23 3,45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鲁民 2,900,000 1.87 2,9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刚 1,770,000 1.14 1,77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董红 1,044,000 0.67 1,044,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彭剑锋 928,000 0.60 928,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望舒 928,000 0.60 928,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桑歆 812,000 0.52 812,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赵小菊 330,5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500

田玉连 330,395 人民币普通股 330,395

黄桂宾 292,700 人民币普通股 292,700

朱炎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徐江南 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

张志平 1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800

刘尚梅 1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600

陈志钢 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

陆召春 13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500

叶长春 13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刚100%控股青岛康煜投资有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1.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与上年度期末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余额 差异额 差异率 原因

货币资金

243,669,

744.35

159,660,196.97 84,009,547.38 52.62%

主要因2019年1月， 公司上

市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增加

导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2,742,353.66 22,742,353.66 100.00%

主要因公司实施新金融工

具会计准则影响导致

预付款项 11,222,093.55 20,583,131.07 -9,361,037.52 -45.48%

主要因本期提前支付给供

应商的货款减少导致

其他应收款 31,515,199.11 22,623,828.69 8,891,370.42 39.30%

主要因本期备用金借款和

单位往来款增加导致

其他流动资产

172,780,

080.51

2,579,278.14 170,200,802.37 6598.78%

主要因公司对临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理财投入增加

导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2,742,353.66 -22,742,353.66 -100.00%

主要因公司实施新金融工

具会计准则影响导致

在建工程

171,986,

090.84

147,508,685.40 24,477,405.44 16.59%

主要因本期募投项目投资

增加导致

短期借款 60,000,000.00 105,000,000.00 -45,000,000.00 -42.86%

主要因本期偿还短期借款

导致

预收款项 7,250,549.58 4,867,227.88 2,383,321.70 48.97%

主要因本期水产微生态、植

物微生态销售预收款项增

加导致

应付职工薪酬 15,370,527.61 40,289,958.91 -24,919,431.30 -61.85%

主要因本期实际支付2018

年度职工奖金导致

应交税费 4,138,712.81 10,952,212.18 -6,813,499.37 -62.21%

主要因本期缴纳上期的企

业所得税、增值税导致

3.1.2�利润表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上年同期 差异额 差异率 原因

营业收入

173,470,

991.55

179,741,

149.13

-6,270,

157.58

-3.49% 主要因本期兽用化药销售价格下降导致

营业成本 93,705,617.64 92,712,515.72 993,101.92 1.07%

主要因本期微生态制剂、中兽药、工业酶、

生物制品等产品销量上涨导致

税金及附加 1,683,277.55 2,219,393.70 -536,116.15 -24.16%

主要因本期土地使用税及附加税较上期降

低导致

管理费用 20,510,271.91 18,454,614.46 2,055,657.45 11.14%

主要因本期公司发行新股发生的信息披露

费、摇号费等媒体费用导致

财务费用 1,403,528.11 2,046,391.96 -642,863.85 -31.41% 主要因本期汇兑损失降低导致

其他收益 3,507,624.21 2,449,218.86 1,058,405.35 43.21%

主要因本期收到政府上市奖励导致

营业外收入

5,000,

000.00

5,000,

000.00

00.00%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上年同期 差异额 差异率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372,643.57

-59,836,

256.01

36,463,612.44 -60.94%

主要因本期加强收款和付款

管理，收款增加、付款降低导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7,173,

779.44

-13,592,

555.60

-183,581,

223.84

1350.60%

主要因公司对临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理财投入增加导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5,184,148.91

-53,716,

793.73

358,900,942.64 -668.14%

主要因本期公司收到上市发

行新股募集资金导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财政部发布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

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修订涉及的项目主要包括：对新金融

工具准则所规定的金融资产的分类、计量及列报。

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炳亮

日期 2019年4月23日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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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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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15,466.7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2元（含

税），共派发现金红利3,093.34万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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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蔚蓝生物 60373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勇 姜勇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29号山东高速大厦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29号山东高

速大厦

电话 0532-88978071 0532-88978071

电子信箱 vland@vlandgroup.com vland@vlandgroup.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酶制剂、微生态制剂以及动物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以“生物科技还原生态

世界”为宗旨，致力于为生物制造提供核心技术支持，为传统产业提供清洁节能技术，为食品安全提供绿

色解决方案，全程服务农牧、纺织、食品等多个产业。 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酶制剂，如饲料酶、工业

酶、食品酶、生物催化用酶等；微生态制剂，如畜禽微生态、水产微生态、植物微生态、食品微生态等；动物

保健品，如生物制品、中兽药、兽用化药。

2、主要产品及用途

（1）酶制剂产品公司生产、销售的酶制剂主要为饲料酶、工业酶以及食品酶等,主要品种包括植酸

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葡萄糖氧化酶、葡萄糖转苷酶、脂肪酶以及复合酶等，其用途和主要客户群体如

下：

产品名称 产品用途 主要适用消费对象

饲料酶

主要包括植酸酶、木聚糖酶、纤维素酶、葡萄糖氧化酶以及复合酶等，可

促进动物对植酸磷、纤维素等难消化成份的消化、吸收，提高动物对饲

料的利用率，减少饲料中磷、钙的添加，从而降低饲料成本，减少磷污

染。

主要适用于饲料企业

工业酶

主要包括纤维素酶、木聚糖酶等，酶制剂应用于传统工业，能显著降低

能耗、水耗和环境污染。 在纺织行业，纺织酶主要应用于牛仔服、休

闲服的酵磨；纯棉、混纺织物的生物退浆、除氧和抛光等工艺。纺织酶的

使用能够显著节约用水，降低能耗和化学品的使用，减少环境污染。 在

洗涤行业，洗涤酶的主要功能包括增强洗衣粉去污渍、增白和柔软织物

等能力。洗涤酶对人体没有毒害作用，且洗涤酶及其分解产物能够被微

生物分解，不会污染环境。 纤维素酶可以去除织物表面的微毛和绒球，

使纤维变得柔软，同时具备增白效果。

主要适用于纺织、 洗涤、造

纸、能源等企业

食品酶

主要包括葡萄糖氧化酶、葡萄糖转苷酶等，食品酶运用广泛、功能丰富，

举例而言，在啤酒工业中，木聚糖酶可显著降粘、葡聚糖酶可提高非生

物稳定性；在果汁工业中，果浆酶可提高出汁率，改善果渣粘度。

主要适用于啤酒、果汁等食

品生产企业

生物催化用酶

主要包括脂肪酶和固定化脂肪酶等， 用于油脂加工或其他产品催化过

程，实现酯化水解或转酯功能。

主要适用于油脂加工等企

业

（2）微生态制剂产品微生态制剂的作用主要包括调整肠道菌群平衡、生物拮抗、生物夺氧、调节免疫

功能、抵御病原菌侵染以及促进消化吸收等。目前，微生态制剂己被应用于饲料、农业、食品、保健、医药等

领域。

产品名称 产品用途 主要客户群体

畜禽微生态

通过改善动物肠道微生物平衡，保障肠道健康，增强机体免疫和抗应

激能力，预防疾病，减少禽畜对抗生素的依赖，为低抗养殖提供必要

的解决方案。 同时，禽畜微生态制剂可以促进动物对饲料中营养物质

吸收，减少动物对饲料的消耗，从而降低养殖成本。

禽畜饲料行业

水产微生态

改善机体代谢，促进营养物质的吸收，促进生长； 提高动物机体免疫

力，抑制有害微生物，提高存活率；水产微生态制剂亦可净化环境，改

善水质，分解污染物。

水产饲料行业、水产养殖行

业

植物微生态

植物微生态制剂是当代可持续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发展的新肥

源和新药肥，是生产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重要生产资

料。 产品施用后，活菌会从植物根、茎、叶的表面进入植物体内，在体

内定植、繁殖、转移，建立种群优势，发生生理、生态作用，起到促生、

增产、防病、增强抗逆性等效果，从而减少化学农药、化学肥料的使

用，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并减少环境污染。

种植业

食品微生态

主要应用于人体肠道内，能产生健康功效从而改善宿主微生态平衡、

发挥有益作用的活性有益微生态制剂。 人体、动物体内有益的细菌或

真菌主要有：酪酸梭菌、乳杆菌、双歧杆菌、放线菌、酵母菌等。

食品、保健品

（3）动物保健品所谓动物保健品，系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动物疾病或者有目的地调节动物生理机

能的物质。公司是少数几家涵盖兽用生物制品、中兽药制剂和兽用化药的生产企业，其产品用途和主要客

户群体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用途 主要客户群体

生物制品

主要为动物疫苗，包括活疫苗及灭活疫苗，用于疾病免疫，减少疾病

发生，提高禽畜的成活率和畜禽产品的合格率；除疫苗之外，还包含

小部分抗体制剂等产品。

养殖场

中兽药

动物保健及疾病治疗，主要包括呼吸道类、营养保健类、生殖道类、消

化道类、保肝护肾类等各类动物用药。

养殖场

兽用化药

动物疾病治疗，主要包括消化道类、呼吸道类、生殖道类等各类动物

用药及消毒剂产品。

养殖场

3、主要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坚定奉行“技术驱动发展” 的战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采用自主研发为主，合作研发为辅的研

发模式，持续加大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和开发力度，为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驱动力。

目前公司设有酶制剂技术中心、微生态技术中心、营养与健康技术中心、海洋与水产技术中心、兽用生物

制品技术中心、国家动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兽药技术中心、兽用药物技术中心8大技术中心，研发人员

172人；建立了“双长制”的管理模式，由首席科学家和总经理共同管理研发团队、研发项目，以充分配合

产品经理对接市场，对接客户。公司的研发项目管理过程采用IPD系统，有利的推动了公司研发项目开展。

同时，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2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以及

42家大中型生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新产品开发、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技术转让及成果转移等

领域，形成了资源优势互补，技术成果快速转化的良好运行机制。

（2）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根据生产计划定时、定量的采购模式，以询价采购为主，招标采购为辅。 公司各子公司生产

所需物料存在较大差异，结合生产实际情况制定物料采购清单，各子公司采购部按照物料采购清单进行

采购。 对于各子公司通用材料，公司采取招标采购的方式进行采购，根据“比质比价，货比三家” 的原则，

保证为公司产品生产提供质量优良、价格合理、供应及时、货源稳定的原材料。

（3）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 为主的生产模式，根据销售部门承接的客户订单和市场预测所制订的营销计

划，结合现有库存、生产周期、安全库存要求编制生产计划，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和安全库存适度备货，以确

保在不影响市场销售的情况下尽量降低产成品库存，提高营运效率。

（4）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公司下游行业主要为饲料、肥料和养殖等行业。饲料、肥料行业

以大型生产型企业为主，一般设有独立的采购部门，通常采用直销模式。 养殖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除了

大型养殖企业外，存在大量中小养殖户，针对此类客户通常采取经销模式。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阶段

酶制剂、微生态制剂等生物行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具备高效、安全、节能、环保等特点，是我国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酶制剂、微生态制剂应用领域广泛，目前处于成长阶段，未

来将主要受益于国家对安全环保、食品安全的逐步重视，市场前景广阔。 从安全环保的角度，酶制剂是安

全、绿色、高效的生物催化剂，将会逐步取代传统的化工品，比如在纺织、造纸和皮革等领域的应用，能够

大大减少了资源的耗费和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国家对于环保标准的提高也将会促进酶制剂的市场需求持

续增长。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政府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更加重视，酶制剂、微生

态以及动物保健产品需求量将持续增长。我国畜牧行业一般通过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以帮助动物预防疾

病、改善营养吸收系统，从而促进动物生长。 但抗生素的滥用将导致动物性食品中出现药物残留，危害人

体健康。 微生态和酶制剂产品是饲料抗生素的替代产品，普及酶制剂和微生态制剂的使用有助于减少动

物对抗生素的依赖，以满足消费者对安全和高质量食品的需求。 公司生产、销售的兽用生物制品、中兽药

制剂及兽用化药属于动保行业。 动保行业关乎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人类健康。 动保行业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数量多（1644家）、产能过剩、产品同质化、研发实力薄弱。随着行业政策监管

趋严、环保压力、规模化养殖对产品品质要求的提升，以及多变复杂的疫病爆发（如2018年8月始的非洲

猪瘟），加剧了整个动保行业的洗牌，兼并、重组成为动保行业近几年的常态。 拥有技术优势、品牌优势、

规模优势和资本优势的领先企业，未来几年会获得持续增长。 目前动物保健品行业主要呈现出逐步减少

和限制抗菌素、抗生素，及禁止抗生素促生产使用的趋势，鼓励中兽药、兽用生物制品等符合食品安全需

求产品的使用。兽用化药行业将因此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中兽药、生物制品等行业将受益于动物疫病

防控意识提升以及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逐步重视，市场前景较好。

2、行业周期性特点

公司的产品应用于食品、纺织、造纸、养殖和饲料等多个领域。其中，纺织、造纸、食品等行业主要受宏

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行业周期性不明显；而养殖行业具有较强的周期性。由于散养农户在养殖行业中

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对养殖形势缺乏计划性，由此加大了一定的跟风现象，即在养殖行情好的时候补栏数

量上升，在养殖行情差的时候补栏数量下降，导致市场竞争形势出现周期性波动。饲料行业受养殖行业的

影响，也具有较强的周期性。 受养殖和饲料行业的周期性影响，饲用酶制剂、动物用微生态和动保产品具

备周期性特点。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公司在酶制剂行业的地位酶制剂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公司一直以来十分重视酶制剂的

研发工作，取得了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公司已拥有新基因和微生物资源筛选技术、蛋白质表达系统改造技

术、蛋白质工程技术、高通量筛选技术、发酵工艺及后处理技术、饲料营养价值体外评价技术、包衣微丸制

备技术等核心技术，在行业内具备较高的研发水平和技术优势。 根据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发布的评审

结果，公司下属子公司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分别荣获第三届、第四届“全国酶制剂行业重点生产企

业” 以及第五届“全国酶制剂行业重点生产企业”（2017年更名为“全国酶制剂行业十强企业” ），公司

在国内酶制剂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2）公司在微生态制剂行业的地位公司属于国内较早进入微生态领域的企业，通过多年在研发上的

积累和销售渠道建设，已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

（3）公司在动物保健品行业的地位公司是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动物保健品行业唯一的国家动物

用保健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部动物保健品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科技部认定的示范型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高新技术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依托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公司对主要的产

品做了战略布局和知识产权保护，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拥有动物保健品相关的发明专利65个，PCT国际申

请2项，获得国家级新兽药证书34项，推动了公司动物保健品产品的技术升级，研发实力位居动保行业前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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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945,321,200.81 883,545,074.74 6.99 827,923,550.57

营业收入 813,970,528.14 799,439,774.23 1.82 781,229,94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3,384,938.74 85,625,176.36 -2.62 82,550,44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1,179,380.25 68,548,080.24 3.84 66,842,25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69,693,159.34 544,259,346.82 4.67 516,488,83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5,751,379.17 121,900,844.83 -29.65 154,487,354.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 0.74 -2.70 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 0.74 -2.70 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55 16.41 减少0.86个百分点 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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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741,149.13 205,298,389.39 205,670,875.74 223,260,11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009,196.18 24,872,133.87 17,430,323.02 31,073,28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8,149,464.30 20,700,956.26 14,618,445.93 27,710,51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9,612,256.01 46,290,160.90 567,376.39 98,506,0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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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32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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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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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

公司

0 80,291,000 69.22 80,291,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贾德强 0 8,700,000 7.50 8,7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青岛康煜投资有限公

司

0 3,480,000 3.00 3,48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马向东 0 3,450,000 2.97 3,45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鲁民 0 2,900,000 2.50 2,9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刚 0 1,770,000 1.53 1,77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董红 0 1,044,000 0.90 104,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彭剑锋 0 928,000 0.80 928,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望舒 0 928,000 0.80 928,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桑歆 0 812,000 0.80 812,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陈刚100%控股青岛康煜投资有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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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详见“一、经营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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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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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23户、特殊目的主体1户，详见本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 。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1户，详见本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

证券代码：

603739

证券简称：蔚蓝生物 公告编号：

2019-019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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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3日以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8人，

实到董事8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炳亮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提交股东大会听取本报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

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3,

384,938.74元。

考虑到公司经营情况，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

利益的情况下，公司特提出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2019年3月31日的总股本154,667,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30,933,400.00元（含

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情况及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结合公司2018年的经营情况、 履职情况及绩效奖励政策，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

2018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税前报酬总额（万元）

黄炳亮 董事长 36.00

张效成 董事 30.00

贾德强 董事 30.00

陈刚 董事、总经理 85.60

曹成 董事 54.20

洪晓明 独立董事 6.00

李文立 独立董事 6.00

施炜 独立董事 6.00

姜勇 董事会秘书 42.60

乔丕远 财务总监 61.45

合计 / 357.85

根据《公司章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参考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运行情况，公司制定了2019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具体

如下：

1、董事薪酬

不在公司担任具体管理职务的董事，只领取定额的董事职务津贴，不再领取其他薪酬；担任具体管理

职务的董事，根据其在公司的具体任职岗位领取相应的报酬，不再领取董事职务津贴；独立董事只领取定

额的董事职务津贴，不再领取其他薪酬。

2、高管薪酬

公司的高管均在公司担任具体的管理职务，根据其在公司的具体任职岗位领取相应的报酬。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中涉及的董事薪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0、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张效成、黄炳亮、贾德强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4、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5、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该所审计人员严格遵守职

业道德规范，审计工作认真、严谨，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出具的各项报告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与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根据行业标准及公司审计的实际工作情况确

定支付审计机构的薪酬事宜。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7、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案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9、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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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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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近日收到非职工代表监事马向东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马向东先生因个人原因，提请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

公司其他职务。 马向东先生在任期内辞去监事职务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因此马向东先

生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在此期间，马向东先生将继续履行

其监事职责。

马向东先生的原定任期至2020年5月20日，截至本公告日，马向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2.23%。

马向东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勤勉尽责，在公司规范运作、维护公司及股东权益等方面切实履行了监

督职能，对此公司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马向东先生离任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不足三名，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转， 根据 《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公司股东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提名楚建蕾女士（简

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止。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4日

附件：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楚建蕾，女，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莱斯特大学人力资源

（管理）硕士毕业，楚建蕾女士自2013年至今担任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员。

楚建蕾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持股5%以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603739

证券简称：蔚蓝生物 公告编号：

2019-020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

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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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9年4月13日以邮件方式发出；2019年4月22日，公

司监事会增加一项临时提案，即《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应到监事3

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向东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完成了公司2018年度审计工作，

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监事同意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与会监事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与

会监事认为：

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客观公正、真实可靠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未发现参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工作人员和其

他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3,

384,938.74元。

考虑到公司经营情况，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

利益的情况下，公司特提出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2019年3月31日的总股本154,667,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30,933,400.00元（含

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系根据公司技术产品发展和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有利于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调整募投项目事项的相关审议程序

合法、合规。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马向东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马向东先生辞去

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马向东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自送达监事会之日

起生效。 在新任监事选举产生前，马向东先生仍将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股东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提名楚建蕾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与会监事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与会监事认为：

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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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一季

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等监管机构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18年度薪酬情况及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结合公司2018年的经营情况、履职情况及绩效奖励政策，2018年度监事薪酬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税前报酬总额（万元）

马向东 监事 31.00

原蕊 监事 33.40

徐勇 监事 44.85

合计 / 109.25

根据《公司章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考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监事的薪酬水平，结合公

司的实际经营运行情况，公司制定了2019年度监事的薪酬方案。 具体如下：

公司监事在公司均有具体的工作岗位，根据其在公司的具体任职岗位领取薪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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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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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定价公允，有利于

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况，由于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

采购和销售额的比例均较低，公司主营业务并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独立性不会受到影响。

一、 预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4月23日，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蔚蓝生物”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效成、黄炳亮、贾

德强回避表决。

(二)�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公司章程》规定，2019年度，预计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销售给关联方酶制剂、微生态制剂、动物保健品合计约2,850万，详细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本次预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方销

售

商品

黑龙江北三峡养殖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510.00 321.47 1,830.32

阜新和康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0.00 23.69 197.45

山东玖瑞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销售商品 110.00 18.51 99.67

总计 2,850.00 363.67 2,127.44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人名称 关联关系

黑龙江北三峡养殖有限公司

蔚蓝生物董事长黄炳亮先生担任其母公司北大荒宝泉岭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

阜新和康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蔚蓝生物控股股东原控制的企业

山东玖瑞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蔚蓝生物董事贾德强先生的配偶张伟女士担任山东玖瑞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二)�关联方介绍

1.�黑龙江北三峡养殖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宋杰

注册资本：6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05-17

经营范围：种鸡养殖；种蛋生产；种蛋孵化；种蛋批发零售；鸡雏生产、批发零售；肉鸡养殖；粮食收购

及进出口活动；饲料加工、批发零售及进出口活动；牲畜批发和进出口活动；牲畜批发和进出口活动；畜禽

饲养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

2.�阜新和康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永江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09-30

经营范围：肉鸡饲养及技术推广、饲料原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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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山东玖瑞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01-28

经营范围：饲料及畜禽技术研究、技术推广和交流，生物技术、食品生产技术的研发，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经营)，饲料原料、饲

料添加剂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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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预计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向关联方销售饲用酶制剂、饲用微生态、动物保健品等。结合公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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