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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88089

公司简称：嘉必优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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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风险因素” 已就核心竞争力风险、经营风险、行业风险、宏

观环境风险及其他重大风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揭示，敬请查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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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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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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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5.00元 (含税)， 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6,000万元， 占公司2019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77%；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上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中现金分红的数额暂按目前公司总股本

12,000万股计算，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

例。 公司2019年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

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嘉必优 68808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华标 易华荣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999号未来科技

城C2栋50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号未来科技城C2栋503

电话 027-67845289 027-67845289

电子信箱 zqb@cabio.cn zqb@cabio.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以生物技术为立足之本，集成工业菌种定向优化技术、发酵精细调控技术、高效分离纯化制备技术，通过可持续的

微生物合成制造方式，为全球营养与健康领域的客户提供高品质的营养素产品与创新的解决方案。

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多不饱和脂肪酸ARA和藻油DHA以及SA、天然β-胡萝卜素等多个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产品广泛应用于婴幼儿配方食品、膳食营养补充剂和健康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领域。

1、ARA产品：公司采用等离子诱变育种技术选育出高产菌种———高山被孢霉，通过微生物发酵技术，生产ARA产品，

主要用于婴幼儿配方奶粉和食品领域。 按照产品形态，公司ARA产品可分为油剂与粉剂两种类型，ARA油剂产品除少部

分直接销售外，大部分用于加工成粉剂产品；粉剂产品是由油剂经过剪切、均质、喷雾干燥等工艺制成，工艺较为复杂、生产

成本相对较高。 ARA油剂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应用场景相对较少；ARA粉剂产品颗粒度、流动性、溶解性等物理性状与奶

粉、运动营养品等近似，主要应用于奶粉和运动营养品中；

2、DHA产品：公司采用等离子诱变育种技术，从天然海水中选育出高产藻株———裂殖壶菌和双鞭甲藻，通过微生物发

酵技术，模拟海水环境，利用微藻合成DHA产品，主要应用于婴幼儿配方食品、膳食营养补充剂和健康食品等领域。 公司的

藻油DHA产品是根据来源，相对于鱼油来源的DHA产品命名；相对于鱼油DHA，藻油DHA采用微生物发酵方式，不受资

源限制；具有食品安全和质量可控、可追溯等优点。 随着DHA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仅依靠海洋鱼油作为生产来源已不能

满足社会需求；

3、SA即唾液酸（Sialic� Acid），是燕窝的主要功效成分，具有促进智力发育、抗病毒、调节免疫能力等作用，公司通过

微生物发酵技术生产SA，主要应用于健康食品中，同时在生物制药、化妆品方面也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4、β-胡萝卜素是一种安全的维生素A源，在机体内发挥补充维生素A、抗氧化、保持细胞活力的作用，应用于膳食补

充剂和健康食品领域。同时，β-胡萝卜素作为天然着色剂，可应用于果汁饮料和烘焙食品等方面。公司通过发酵工艺生产

的高纯度天然β-胡萝卜素产品是优质的健康功能性食品营养强化剂和天然着色剂。

(二)�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以保障食品安全为首要采购原则，制定了严格的供应商准入审核制度，并对原料进行严格质量控制，采用年度合

同加订单的模式进行原材料采购。 公司建立了严格的采购制度对供应商的合法合规性、质量管理、生产控制、仓储管理、运

输防护等环节进行管控，并定期对供应商进行现场审核和年度评估。在此基础上，公司设立了最高库存及最低安全库存，并

结合生产进度确定原料的采购进度，保障生产线的正常运转。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环节包括发酵工序、后处理工序、微胶囊包埋工序等。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年度、月度及每周的生产计

划，结合客户对于产品规格、交付时间等个性化要求，由生产部门根据计划安排开展柔性化生产。公司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

的两大生产基地，能够独立生产油剂和粉剂产品。公司根据年度生产计划，组织开展连续生产油剂产品，后续根据客户的订

单及特定需求，为客户提供小批量、定制化的产品。 在自主生产的基础上，根据部分客户的特殊要求，公司部分微胶囊产品

采用委托加工方式由代工厂进行微胶囊包埋，加工成粉剂产品后向客户销售。

3、销售模式

对于国内市场，公司采用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对于国外市场，公司采取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在

直销模式下，公司直接将产品销售给客户。 在经销模式下，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由经销商将产品销往不同国家和地

区，有利于公司快速扩展国际市场。 公司对大多数客户采用先货后款的结算方式，并一般给予客户1-3个月不等的商业信

用期。公司与主要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持续跟进客户需求，并依据客户提出的个性化需求，为其提供高品质的营

养素产品以及创新解决方案。

(三)�所处行业情况

1.�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生物技术产业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ARA、DHA等均为采用生物合成技术（发酵法）生产，属于天然食品添加剂和功能性食品配料，同时，生

物合成技术（发酵法）具有绿色、可持续发展和食品安全全程可控、可追溯的特性，公司的产品和业务符合政策倡导和鼓励

发展的方向。 ARA、藻油DHA、SA和β-胡萝卜素等营养素，具有众多的生理功能和保健作用，被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添

加剂广泛应用于婴幼儿配方食品、健康食品、生物制药、饮料、化妆品以及动物饲料等领域。随着产品应用技术的不断提升，

应用范围日益拓展，新的应用领域不断涌现，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生物产业是21世纪创新最为活跃、影响最为深远的新兴产业，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各国政府纷纷制定国家战略，加速抢

占生物技术的制高点。美国政府在《国家生物经济蓝图》中，明确将“支持研究以奠定21世纪生物经济基础”作为科技预算

的优先重点；欧盟在《持续增长的创新：欧洲生物经济》中，将生物经济作为实施欧洲2020战略，实现智慧发展和绿色发展

的关键要素。 德国政府发布《生物经济战略》，俄罗斯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生物技术发展综合计划（2012-2020）》，韩国制

定了面向2016年的《生物经济基本战略》，日本政府将“绿色技术创新和生命科学的创新”作为国家的重点战略，加快推动

生物技术产业革命性发展的步伐。

近年来，我国将生物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先后颁布《“十三五” 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 生物技

术创新专项规划》，明确了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总目标、主要任务，为国内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根据《“十三五”

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十二五” 以来，我国生物产业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5%以上，保持快速增长，2015年产业规模超过3.5

万亿元。 到2020年，预计我国生物产业规模达到8-10万亿元，生物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4%，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主

导产业。

（2）营养素产业情况

健康与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营养、健康等领域已成为

人们关注的重点。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到2020年，国内的健康服务业规模将超过8

万亿元，到2030年，这一数字则将超过16万亿元。 预计我国营养素及健康解决方案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营养素是健康食品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 目前，营养素的作用已被多国政府及营养组织认可并推荐，部分普通膳食摄

入缺乏、人体自身难以合成的营养素，已经广泛地应用在婴幼儿配方食品、膳食补充剂及健康功能食品当中。随着生物技术

的不断成熟进步，越来越多通过生物技术生产的营养素正不断应用在营养与健康领域，其纯天然、高效率、低污染、安全性

高、节约资源等特点，使得生物技术在营养素的领域逐步替代化学合成的方式。

营养素产品品种繁多，不同品种的生产工艺各不相同，主要采用微生物发酵法、天然动植物提取法和化学合成法。微生

物发酵法是通过微生物的发酵生产目标产物的方法，微生物发酵法对技术要求较高，不但需要特定的优质菌种，而且发酵

过程需要严格控制工艺条件，具有工艺条件温和、生产安全、设备通用性高等特点，对某些食品营养强化剂，采用微生物发

酵法具有产品效率高、单位能耗低、对环境的污染小等优势。 天然动植物提取法容易受气候、产地等因素影响，动植物中产

品含量低，大规模生产受限制。 化学合成法主要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将化工原材料经化学反应，合成得到目标产物，容易

造成环境污染，并且产品生理活性低等问题。

（3）行业技术情况

微生物发酵法由于生产效率高、产品安全等优势已逐渐成为主流，化学合成法正逐步被淘汰，部分国家已限制使用。我

国《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卫生标准》（GB14880-2012）中允许使用ARA、藻油DHA化合物来源均为采用微生物发酵法生

产的产品。 目前，帝斯曼、嘉必优、润科生物等国内外主要企业均采用微生物发酵工艺生产，公司作为最早实现微生物发酵

法产业化生产的ARA、藻油DHA等产品的企业之一，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4）行业技术壁垒

生物产业是多学科交叉的知识密集型高科技行业，公司主要利用生物技术生产ARA、藻油DHA等产品，技术水平对产

品品质和最终成本均具有重要作用，在菌种优化、发酵过程控制及后处理技术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 ARA、藻油

DHA品种主要采用微生物发酵法生产，技术含量较高，工艺相对复杂，在实际生产中需要大量的专有技术、专利技术和生

产操作经验。发酵工序中的发酵温度、培养液浓度、投料时间、搅拌速度等参数同样需要长时间的理论与实践互证才能逐渐

掌握，完善的后处理工艺也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 微生物的发酵及后处理工艺是设备、技术、管理高度结合的体现，

短期内难以被复制。 对于新进入的企业来说，获取特定的高产菌种是第一步，而掌握高效率的发酵工艺和后处理技术则是

产品产业化以及商业化的重要门槛。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所在行业的集中度相对较高，对于技术门槛、产品品质、产业化能力以及品牌认可度等方面的要求较高，市场上的

竞争者相对较少。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以微生物合成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及脂溶性营养素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建立了

系统完整的技术平台， 拥有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2016年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 。 公司主导及参与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花生四烯酸油脂（发酵法）》（GB26401-2011）、《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食品添加剂二十二碳六烯酸油脂（发酵法）》（GB26400-2011）等国家标准的制订；承担了“花生四烯酸发酵生产关

键技术创新及工艺集成” 、“二十二碳六烯酸发酵生产的关键技术创新及产业化” 等国家“863” 计划项目。 公司ARA产品

和藻油DHA产品通过了FSSC22000食品安全体系、美国FDA� GRAS认证，以及多个跨国公司的国际供应商认证，ARA产

品还通过了欧盟NOVEL� FOOD认证。公司建立了覆盖国内外的营销网络，通过与国内外婴幼儿配方食品领域的知名企业

合作，包括嘉吉、达能、贝因美、伊利、飞鹤、君乐宝、圣元、雅士利、汤臣倍健、健合集团、安琪酵母等，公司产品销往30多个国

家或地区，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3.�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公司以生物技术为立足之本，集成工业菌种定向优化技术、发酵精细调控技术、高效分离纯化制备技术，通过可持续的

微生物合成制造方式，为全球营养与健康领域的客户提供高品质的营养素产品与创新的解决方案，涉及生物化工、化学工

程、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检测分析学等交叉学科，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情况和趋势是公司关注的重点。

（1）生物合成与微生物发酵法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基因工程、微生物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等基础学科技术的不断进步，生物合成法已逐渐取代传统化学合成工

艺，成为食品营养强化剂行业的主流生产方式。 生物合成具有绿色、安全的优势，能够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以更小的环

境代价获得更高经济产出，缓解资源、能源、健康、环境、安全等重大问题。根据我国的“十三五”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合成生

物技术已被列为重点发展方向，未来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微生物发酵作为生物合成的主要方式之一，具有生产效率高、产

品安全无毒、工艺条件温和、对环境污染小等优势。 近年来，生物合成和微生物发酵法快速发展，引领营养素制造行业的发

展。

未来， 随着生物合成技术的不断成熟， 通过生物合成的方式将可能对传统工业微生物育种及发酵产业带来巨大的变

化，大幅提高营养素的生产水平及生产效率。

我国生物合成及微生物发酵法列为生物技术创新领域重点发展方向。 科技部2017年颁布的《“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

专项规划》提出：要形成天然产物生物合成等新一代发酵技术，突破国外的专利垄断，全面提升我国发酵产业的技术水平

与国际竞争力。

（2）产品应用解决方案能力要求日益提升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 以及对于食品营养强化剂健康作用认识的不断加深， 食品营养强化剂的应用领域不断拓

展，除婴幼儿配方食品和健康食品外，逐步向食用油、烘焙食品、糖果、果汁饮料、酸奶、液态奶等领域拓展。不同领域的下游

客户对于产品的要求各有不同，这对于食品营养强化剂生产企业的应用解决方案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

（3）生产制造自动智能化

在“中国制造2025” 国家战略的背景下，ARA、藻油DHA等食品营养强化剂行业将进一步提高生产制造的自动化、智

能化水平。 一方面，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水平的提高，可减少人员操作、降低操作风险和生产成本，进一步增强食品的安全

性；另一方面，生产工艺过程连续化、智能化生产的实现，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安全性、提升产品良品率及产品品质，进一

步加强物料和产品的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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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297,831,523.59 581,194,506.46 123.30 506,367,478.60

营业收入 311,547,812.06 286,105,570.99 8.89 228,559,19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8,173,427.66 96,986,038.12 21.85 65,779,06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9,547,310.14 66,517,048.76 19.59 42,916,39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248,339,740.16 526,544,064.35 137.08 465,575,947.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1,947,334.97 106,162,572.05 24.29 100,663,698.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1 1.08 21.30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1 1.08 21.30 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1.27 19.58 增加1.69个百分点 15.1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6.01 5.72 增加0.29个百分点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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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08,482.22 81,012,573.34 84,061,610.73 80,365,14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264,092.28 41,031,277.11 32,708,104.65 22,169,95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271,422.68 27,453,878.39 26,557,145.52 13,264,863.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913,088.93 33,132,492.19 14,066,761.71 58,834,9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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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0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0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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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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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 份 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武汉烯王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0 53,100,000 44.25 53,100,000 53,1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贝优有限公司 0 22,500,000 18.75 22,500,000 22,500,000 无 0

境外法

人

武汉嘉宜和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0 7,200,000 6.00 7,200,000 7,2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杭州源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4,500,000 3.75 4,500,000 4,5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

口股份有限公司

0 2,619,000 2.18 2,619,000 2,619,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

限公司

1,265,900 1,265,900 1.05 1,265,900 1,500,000 无 0

国有法

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01,801 401,801 0.33 0 0 无 0

国有法

人

杨子江 216,345 216,345 0.18 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

限公司

200,545 200,545 0.17 0 0 无 0

国有法

人

张向东 186,355 186,355 0.16 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武汉烯王生物工程公司董事

易德伟及股东、 董事杜斌、 王华标持有武汉嘉宜和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份额，且王华标担任武汉嘉宜和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除此之外，公司未接到上述股东有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的声明；2、 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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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1,547,812.06万元，同比2018年增加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17.34

万元， 同比2018年增加2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954.73万元， 同比2018年增加

19.59%。

2�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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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2019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附注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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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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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2019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九、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 。

证券代码：

688089

证券简称：嘉必优 公告编号：

20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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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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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9〕2338号）同意注册，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0,000.00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

格为每股人民币23.90元。 截至2019年12月16日止，公司实际已发行普通股（A股）30,000,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717,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68,673,892.6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48,326,107.38

元。上述资金已于2019年12月16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ZE10784号验资报告。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的募集资金0元，募集资金余额为652,302,161.19� 元（包含利息收入27,651.73

元、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3,948,402.08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根据上述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2019年12月公司已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

资金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支行 （招商银行光谷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徐东支行

（华夏银行徐东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王家墩支行（中信银行王家墩支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以保

证专款专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以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

得到了切实履行。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储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元） 备注

招商银行光谷支行 127902048510809 214,252,166.67 募集专户、活期存款

中信银行王家墩支行 8111501012400657596 294,402,500.00 募集专户、活期存款

华夏银行徐东支行 11155000000847900 143,647,494.52 募集专户、活期存款

合计 652,302,161.19

注：期末余额含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3,948,402.08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为0。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募投项目尚未建设，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也没有对外转让或者置换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

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嘉必优2019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

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修订）》（上证公字［2013］13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

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嘉必优募集资金2019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嘉必优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

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

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核查意见；

（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出具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附表1：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4,832.6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微生

物油

脂扩

建二

期工

程项

目

否 19,750.00 19,750.00 19,750.00 — — -19,750.00 —

2022年

12月

— 否 否

多不

饱和

脂肪

酸油

脂微

胶囊

生产

线扩

建项

目

否 19,868.70 19,868.70 19,868.70 — — -19,868.70 —

2022年

12月

— 否 否

研发

中心

建设

项目

否 14,845.20 14,845.20 14,845.20 — — -14,845.20 —

2023年

6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小计 54,463.90 54,463.90 54,463.90 — — -54,463.90 —

超募

资金

否 10,368.71 10,368.71 10,368.71 — — -10,368.71 —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合计 64,832.61 64,832.61 64,832.61 — — -64,832.61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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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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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0年4月18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开和议案审议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姚建铭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有关法律

法规赋予的职责，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监

督，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投票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

度的规定；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019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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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

要》。

投票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社会责任报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规定，符合真实、客观、透明的原则，真实、客

观地反映公司在2019年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信息。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投票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务收入311,547,812.06元，较上年同比增长8.8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

173,427.6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9,547,310.14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9.59%。 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监

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客观、真实、准确地反应了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投票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编制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监事会同意公司2020年度

财务预算报告事项。

投票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自身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已建立了一套

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覆盖了公司的各业务过程和操作环节，并得以有效执行，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不存在重大缺

陷。内控管理机制符合公司的业务特点和实际管理要求，能够提高公司经营管理的效率、保障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保障资产安全，为公司合法、合规经营提供了保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投票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18,173,427.66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预

案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2,000万股，以此计

算，拟派发现金红利总计6,000万元（含税），本年度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金额占本公司2019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50.77%。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状态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投票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投票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结合了2020年的经济环境，公司所处地区、行业的市场薪酬行情，综合考

虑了公司的业务结构与业绩情况以及职位价值、责任、能力等各项因素，能够调动相关人员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公司

稳定长远发展，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投票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要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关联交易事项系为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所需，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关联交

易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投票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

规定；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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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投票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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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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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

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8,173,427.66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19年度拟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

（含税）。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2,000万股，以此计算，拟派发现金红利总计6,000万元（含税），本年度公司

派发现金红利金额占本公司2019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50.77%。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不送红股。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本次利

润分配预案并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符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

发[2012]3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三年规划》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该利润分配方案也充分考虑了公司的盈利情况、现金流状况和长远发展的资金需要以及

账面累计资本公积金余额等因素，兼顾了股东的合理回报与公司的正常经营与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将该分配预案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状态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不存在损害广大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

分配预案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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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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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业务需要,公司与关联方间的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概述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易德伟、刘绍林、段兰春回避表决，表决结果：6名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独立董事事先审议了上述议案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为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的需

要，是由于公司自身业务与关联方业务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也存在交易的必要性。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关联交易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已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2020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系为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所需，是由于公司自

身业务与关联方业务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也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关联交易作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

董事会在审核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2020年4月28日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

为：公司2020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系为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所需，是由于公司自身业务与关联方业务存在一定

的关联性，也存在交易的必要性。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关联交易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并通过了该议案。

（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未进行2019年度关联交易情况预计。截至报告期末，公司2019年实际关联交易发生金额为47,169.81元，如下表所

示：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预计交易金额

2019年实际交易金

额

上海时代光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和劳务 / 47,169.81

（三）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计划，对2020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预计如下：

1、2020年度出售商品/提供劳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本次预计

交易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年实

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Pharmamark�

Nutrition� Pty�

Ltd

销 售 商

品

17,440,

500.00

2,480,970.43 0 0 上年该公司处于市场开发阶段

提 供 服

务 和 劳

务

6,976,

200.00

0 0 0 上年该公司处于产能建设阶段

说明：涉及汇率转换的，汇率使用2019年12月31日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6.9762元。

2、2020年度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本次预计

交易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交易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上海时代光华教

育发展有限公司

采 购 服

务 和 劳

务

283,

018.87

94,339.62 47,169.81 4.8 公司拟增加员工培训适应发展需要

Pharmamark�

Nutrition� Pty�

Ltd

采 购 服

务 和 劳

务

20,928,

600.00

0 0 0 上年该公司处于产能建设阶段

采 购 商

品

20,928,

600.00

0 0 0

公司拟拓展鱼油DHA、脂肪粉等业

务

凯辉投资 咨 询

（上海） 有限公

司

采 购 服

务 和 劳

务

188,

679.24

188,679.24 0 0 咨询疫情期间海外市场情况

说明：涉及汇率转换的，汇率使用2019年12月31日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6.9762元。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 Pharmamark� Nutrition� Pty� Ltd

企业类型：澳大利亚私人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7月20日

主要股东：Pharmamark� Australia� Pty� Ltd

实际控制人：Guy� Drummond

注册地址：HALL� CHADWICK,Level� 40,2-26� Park� Street,SYDNEY� NSW� 2000

主要生产经营地：32� Killeaton� Street,ST� IVES� NSW� 2075

主营业务：负责IntEncap?微胶囊包埋和油脂粉末化技术平台商业化，主要生产微胶囊粉末化产品，应用于婴儿奶粉及

其他婴儿食品领域。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660.33万澳元，净资产为638.61万澳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22.87万澳元，净利润为

-230.29万澳元。 （以上财务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上海时代光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孙卫珏

成立时间：2004年5月26日

主要股东：孙卫珏

实际控制人：孙卫珏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青浦区公园东路1155号429-431室

经营范围：开发及销售计算机软件产品，增值电信业务（内容见许可证），计算机网络（除ICP、ISP）专业技术领域内的

四技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除专项审批），企业管理咨询，图文设计制作，文化艺术交流策划（除中介），销售文化体育用

品、办公设备、工艺美术品。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14,993.69万元，净资产为6,799.85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18,684.62万元，净利

润为1,503.99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凯辉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蔡明泼

成立时间：2008年01月21日

主要股东：CATHAY� CAPITAL� INVESTMENT� CONSULTING� CO.,� LIMITED

实际控制人：蔡明泼

注册资本：10万欧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155号3001、3002、3003A室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2,475.56万元，净资产为546.30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5,690.49万元，净利润为

-181.44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副总经理马涛担任Pharmamark� Nutrition� Pty� Ltd�董事而构成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易德伟担任上海时代光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并持有该公司14.30%股权而构成关联关系。

本公司股东贝优有限公司的股东是中法（并购）基金（Sino-French（Midcap）Fund），Cathay� Capital� Private�

Equity（“凯辉私募股权投资管理公司” ）为中法（并购）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也是凯辉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的唯一

股东。

（三）上年同期同类销售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年同期与 Pharmamark� Nutrition� Pty� Ltd未发生同类销售关联交易。

（四）上年同期同类采购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年同期与上海时代光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同类采购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未发生违约情形。

上年同期与 Pharmamark� Nutrition� Pty� Ltd未发生同类采购关联交易。

上年同期与凯辉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未发生同类采购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销售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为销售公司产品。 定价政策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依客户需求特别定制

的产品，如缺乏同类产品价格的可比性，参照市场行情、原料成本及合理利润确定。

采购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为采购公司所需服务。 定价政策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2020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

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关联董事已对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关联交易价格将以市场定价为

依据，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将持续关注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的独立意见；

（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88089

公司简称：嘉必优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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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易德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华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熊浩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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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806,915.43 1,297,831,523.59 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273,889,395.09 1,248,339,740.16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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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20,168.55 25,913,088.93 1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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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22,443.40 66,108,482.22 -1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5,357,856.82 22,264,092.28 1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235,547.05 12,271,422.68 48.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1 4.14 减少2.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21 0.25 -16.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0.21 0.25 -16.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6.67 5.73 增加0.94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15.71%，主要原因系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所致；

报告期内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13.90%， 主要原因系2020年第一季度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较去

年同期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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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4.8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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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5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

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191,465.76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

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

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

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

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

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

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98,107.58 主要系帝斯曼补偿款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81,981.53 帝斯曼补偿款计提坏账损失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5,600.20

所得税影响额 -1,266,690.00

合计 7,122,309.7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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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借出股份

的限售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武汉烯王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53,100,000 44.25 53,100,000 53,1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贝优有限公司 22,500,000 18.75 22,500,000 22,500,000 无 0

境外法

人

武汉嘉宜和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7,200,000 6.00 7,200,000 7,2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杭州源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500,000 3.75 4,500,000 4,5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

股份有限公司

2,619,000 2.18 2,619,000 2,619,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

公司

1,500,000 1.25 1,500,000 1,500,000 无 0

国有法

人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南京

银行-国泰君安君享科创

板嘉必优1号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386,299 1.16 1,386,299 1,743,999 无 0 其他

李明 325,966 0.27 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周建国 270,000 0.23 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姜国梁 270,000 0.2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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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 325,966 人民币普通股 325,966

周建国 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

姜国梁 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

汪润 175,639 人民币普通股 175,639

沈志芳 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

雷密 169,532 人民币普通股 169,532

刘金英 124,097 人民币普通股 124,097

周毅 121,960 人民币普通股 121,960

熊才四 121,068 人民币普通股 121,068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10,641 人民币普通股 110,641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武汉烯王生物工程公司董事易德伟及股东、董事杜斌、王华标持有武汉

嘉宜和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份额，且王华标担任武汉嘉宜和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

人，除此之外，公司未接到上述股东有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的声明；2、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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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本报告期

期初数/上年同

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3,884,336.18 9,109,158.00 52.42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票据尚未到期所致

预付款项 5,104,038.49 3,636,071.06 40.37 主要系本期预付能源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3,926,575.20 50,061,842.65 -52.21 主要系本期收回帝斯曼2019年补偿款所致

预收款项 482,550.38 999,885.13 -51.74 主要系本期向客户提交上年末货物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728,565.27 15,435,935.75 -49.93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末计提工资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7,649,609.43 5,867,691.88 30.37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83,911.39 292,113.28 65.66 主要系外币报表汇兑差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2,043,551.31 1,235,424.93 65.41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净资产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955,751.47 1,214,735.28 -343.32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及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725,106.47 95,731.62 3,791.20 主要系本期投资的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91,500.00 134,000.00 117.54 主要系本期相关政府补助转销额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292,367.88 2,545,481.68 -49.23

主要系较去年同期应收账款减少， 致计提的减

值损失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141,877.55 209,455.82 -1,122.59 主要系本期末存货减值冲回所致

营业外支出 9,997,723.68 1,328,730.67 652.43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 工厂停工的损失及捐赠费

用

少数股东损益 808,126.37 40,533.52 1,893.72 系本期控股子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235,547.05 12,271,422.68 48.60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带来的财务费用减

少， 以及本期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减

少等原因共同影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9,120,168.55 25,913,088.93 128.15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28,297,889.78 -5,671,743.4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28,040.00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支付IPO费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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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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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易德伟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