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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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an-Marc DUBLANC、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Jean-Marc DUBLANC 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蔡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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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85,787,430 21,127,258,090 3.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4,087,228,917 13,797,572,34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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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830,693 316,150,314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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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2,332,039 2,732,969,498 4.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94,751,633 295,968,769 -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93,434,215 286,964,466 2.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11 2.17 减少 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1 0.11 -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1 0.11 - 

 

2020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8.5亿元，毛利为人民币 11.0亿元，较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 4%和 10%，主要归功于液体蛋氨酸继续取得双位数销量增长（增长 13%），维生素 A创单

季销量记录，以及特种产品亮眼的销售增长（增长 2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95亿元，与上年同期持平。毛利的增长主要用于不断加强市场和销售能力以支持未来业务（尤

其是特种产品业务）增长以及抵消不利外汇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新冠疫情爆发以及原油价格的

急剧下跌引起的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货币汇率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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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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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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6,287 主要为南京工厂土地使用权返还

及产业结构调整补助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1,358,7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2,485)  

所得税影响额 (584,837)  

合计 1,31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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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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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蓝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709,387,160 63.74 0 冻结 10,000,000 

国有法

人 

蓝星集团－国泰君安

－19蓝星 EB担保及信

托财产专户 

680,000,000 25.36 0 无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3,794,697 0.51 0 无 0 未知 

江苏聚合创意新兴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6,607,000 0.25 0 无 0 未知 

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5,185,185 0.19 0 无 0 未知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 
3,737,262 0.14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650,981 0.14 0 无 0 未知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4 /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中证

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2,437,560 0.09 0 无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国企一

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257,643 0.08 0 无 0 未知 

陈波 2,142,412 0.08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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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09,387,160 人民币普通股 1,709,387,160 

蓝星集团－国泰君安－19蓝星 EB 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 
6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0,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794,697 人民币普通股 13,794,697 

江苏聚合创意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6,607,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07,000 

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185,185 人民币普通股 5,185,185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737,262 人民币普通股 3,737,26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50,981 人民币普通股 3,650,98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中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437,560 人民币普通股 2,437,5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

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257,643 人民币普通股 2,257,643 

陈波 2,142,412 人民币普通股 2,142,4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橡

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持有 3,737,262股）同为中国化工

集团公司之子公司。 

蓝星集团－国泰君安－19蓝星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持有 680,000,000股）是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时，对持有的部分安迪苏 A股

股票办理担保及信托的专户。详情可参见相关公告（公

告编号：2019-008、2019-014、2019-029和 2019-034）。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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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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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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31/03/2020 31/12/2019 
变动金额 

（人民币）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长期应收款 303,202,848 62,752,154 240,450,694 383.2 向合营公司提供

借款 

长期股权投资 36,038,400 0 36,038,400 不适用 2020年与

Calysta公司共

同设立合营公司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256,665,417 32,676,606 223,988,811 685.5 投资入股

Calysta公司成

为其少数股东 

衍生金融负债 17,077,846 2,063,292 15,014,554 727.7 因欧元套期保值

产生变动 

预收账款 0 7,568,111 (7,568,111) -100 根据新收入准则

要求将预收账款

重分类进合同负

债 

合同负债 13,945,914 0 13,945,914 不适用 根据新收入准则

要求将预收账款

重分类进合同负

债；本期客户预

付款增加 

应交税费 406,576,401 212,310,116 194,266,285 91.5 本期预提税费增

加 

其他应付款 370,946,476 531,710,168 (160,763,692) -30.2 本期支付股利和

其他长期资产应

付款 

其他流动负债 2,696,307 11,611,670 (8,915,363) -76.8 一次性重分类影

响 

 

 

利润表项目 
1/01/2020- 

31/03/2020 

1/01/2019- 

31/03/2019 

变动金额 

（人民币）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财务费用/（收入） 37,445,599 (13,894,502) 51,340,101 不适用 汇率波动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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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兑损益 

投资收益 0 648,600 (648,600) -100 2019年处置了

部分股权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损失） 

(4,676,554) (436,871) (4,239,683) 970.5 长期薪酬激励计

划公允价值上升

及欧元套期保值

产生变动综合影

响 

信用减值损失 (1,246,517) 0 (1,246,517) 不适用 应收账款信用风

险变动 

资产减值(损失)/

转回 

(723,915) 10,928,238 (11,652,153) 不适用 存货减值准备转

回 

营业外支出 2,922,715 294,498 2,628,217 892.4 其他杂项支出增

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1/01/2020- 

31/03/2020 

1/01/2019- 

31/03/2019 

变动金额 

（人民币）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78,830,693 316,150,314 362,680,379 114.7 应付账款延迟支

付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17,783,940

) 

(399,745,155) (418,038,785) 104.6 投资额增加，包

括投资 Calysta

公司及与其共同

投资合营公司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8,761,353) (478,575,498) 429,814,145 -89.8 2019年赎回优先

股 7,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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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以现金形式收购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有限公司 15%普通股股权交易 
截至本报告日，安迪苏向控股股东蓝星集团收购其持有的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有限公司

15%普通股股权的交易已在发改委及商务部备案完毕，并分别于2020年3月18日及2020年4月9

日收到发改委（发改办外资备[2020]146号）及商务部（商合投资[2020]N00125号）备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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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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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Jean-Marc DUBLANC 

日期 2020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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