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226

公司简称：升华拜克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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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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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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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升华拜克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陶舜晓
0572-8402738
0572-8089511
taosx@biok.com

股票代码
600226

变更前股票简称

证券事务代表
景霞
0572-8402738
0572-8089511
jingx@biok.com

1.6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 年度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139,884,537.46 元，2015 年度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88,765,215.32 元，加上上年
结转未分配利润 574,407,556.30 元，扣减 2015 年度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8,876,521.53 元，
扣减 2014 年度分配的现金红利及 2015 年中期分配的现金红利、股票红利 567,768,947.20
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86,527,302.89 元。鉴于公司目前处于战略转型发展阶段，为满足公
司未来经营资金需求、保证公司经营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时考虑到公司半年度已实施利润
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经公司董事会慎重讨论，公司 2015 年度暂不进行利润分配，
暂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计划。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项目投资及补充运营资金，为股
东创造更多的价值。以上预案尚待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生物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产品及锆系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农药原料药及制品
方面，公司从原料药到制剂纵向一体化的战略逐步得到贯彻落实，形成了从原料药到制剂一条龙
的产品体系。公司的主要农药产品包括杀虫剂和除草剂两大系列。杀虫剂产品以生物农药阿维菌
素系列产品为主，除草剂以麦草畏系列产品为主。兽药、饲料添加剂业方面，公司在畜禽的治疗、
防疫和动物营养添加剂等三大领域均已布局完成，拥有从原料药到制剂的完整产业链。公司兽药
及饲料添加剂产品以生物兽药、饲料添加剂系列产品及兽药中间体乙酰丙酮系列为主，兽药及饲
料添加剂主要产品有硫酸粘菌素、盐霉素、莫能菌素、色氨酸预混剂、L-苯丙氨酸等。公司锆系
列产品以氧氯化锆、碳酸锆及二氧化锆产品为主，锆化合物凭借诸多优良的物理及化学性能被广
泛应用于陶瓷、化学品、铸造、耐火材料等领域。公司产品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
式，通过采集产品市场信息及时掌握产品需求状况，结合公司产品订单和生产设备运行情况，编
制生产计划并确定原辅料采购计划，由招标中心实现集中招标管理，合理控制物料库存、降低采
购成本。公司建立了从原辅材料到产成品的质量控制管理体系，通过了 ISO90001 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01 环境管理体系和 OHSAS18001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公司所有兽药类产品严格按
照国家兽药 GMP 的要求组织生产并取得了农业部颁发的兽药 GMP 证书，使企业在质量控制、环
境管理和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实现了科学化、标准化、现代化。主导产品麦草畏、硫酸粘菌素和 L色氨酸分别取得美国 EPA 生产商登记、欧盟 CEP 认证和欧洲 FAMI-QS 认证。在信息化方面，公司
引入了 ERP 管理系统和 OA 办公系统，制定了完备的管理流程、管理制度，保障公司高效运转。
公司针对农兽药产品类别和销售区域，组建了农化销售、农药制剂销售、动保销售和国际销售四
个销售团队，形成了覆盖全球市场的专业、精准、系统的销售网络。锆系列产品由公司控股子公
司锆谷科技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销售。公司在生物农药、兽药及锆制品领域深耕多年，积累
了大量生产、研发数据，产品质量及生产工艺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锆谷科技是目前国内最大
的化学锆生产企业之一，锆谷科技在行业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近年，受宏观经济增速回落、公
司所处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加剧，部分产品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农兽药方面，
产品同质化和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存在，市场竞争秩序较为混乱；同时，国外跨国企业的进入，
正持续对我国高端市场形成冲击。锆产品方面，行业产能迅速扩张以及国外产品需求量增速的放
缓，导致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并进一步加剧行业的竞争，锆行业自 2011 年下半年开始从行业峰顶下
行进入调整周期，尽管目前欧美经济有所复苏，但整个行业仍处于低迷状态。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期末总股本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比上年
2013年
增减(%)
-4.19 2,325,749,078.37
-24.84 1,606,864,254.45
68.73
27,725,797.45

2015年

2014年

2,235,878,096.56
1,010,102,392.17
139,884,537.46

2,333,777,197.33
1,343,931,813.71
82,905,273.25

102,654,185.88

51,387,264.56

99.77

22,219,178.36

1,409,126,449.81

1,425,650,190.65

-1.16

1,354,661,113.03

69,188,414.14

24,421,396.96

183.31

119,280,132.57

1,094,982,970.00
0.13

405,549,248.00
0.08

170.00
62.50

405,549,248
0.03

0.13

0.08

62.50

0.03

9.71

5.97

增加3.74个百分
点

2.05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270,867,960.22

第二季度
（4-6 月份）
258,867,491.18

第三季度
（7-9 月份）
250,157,903.47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230,209,03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896,391.53

52,812,669.65

48,913,380.92

-1,737,90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4,851,526.11

41,949,427.63

41,642,842.00

-15,789,60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669,036.16

27,301,117.02

30,532,039.79

1,686,221.17

营业收入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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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3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6,58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沈培今

164,247,445

164,247,445

15

0

质押

164,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升华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注）

-47,199,844

91,800,000

8.38

0

质押

91,8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德清丰华投资有
限公司

34,510,000

54,810,000

5.01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虞军

52,839,000

52,839,000

4.83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陆利斌

48,600,000

48,600,000

4.44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周文彬

17,813,134

17,813,134

1.63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何学忠

6,187,109

6,187,109

0.57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孙其昌

1,914,346

4,109,841

0.38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钟宇腾

3,544,570

3,544,570

0.32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股份
状态

数量

股东
性质

钟万荣

2,799,2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3,468,058

0.32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中，沈培今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升华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德清丰华投资有限公司
为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即升华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持有德清丰华投资有限公司 50%的股权。升华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沈培今、虞军、陆利斌、周文彬各自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关联关系，并非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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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公司围绕“加快企业转型升级，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实现创新持续
发展”经营方针，通过资源整合、加强对外投资、完善内控机制、强化基础管理等措施，实现了
公司稳定发展。
1.夯实基础管理，完善内控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有序开展经营管理各项工作：继续实施重点产品技术攻关与技改项目实施，加强
技术创新与科研合作，优化生产工艺，系统推进“机器换人”工作，加强企业装备改造、提升装
备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从源头减少、控制污染物的产生，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增强
企业竞争力。销售方面，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产品、品牌推广度和产品海外注册登
记，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管理方面，通过深入开展以月度百分考核为主要手段的综合管理工作，
提升各项管理效率；继续强化内部治理，防范经营风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2.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
受宏观经济增速回落、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步履维艰。
为扭转主业持续下滑的局面，公司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大低收益资产处置力度，优化公司
资产结构、整合资源提升公司资产收益率。具体而言：（1）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宁夏格瑞主要生产
经营双甘膦，因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疲软，导致宁夏格瑞库存积压、经营亏损。报告期内，
公司协议转让所持有的宁夏格瑞73%股权，并办理完成了股权转让手续。（2）公司全资子公司内
蒙古拜克主要生产经营生物农药兽药，因市场需求低迷，近年内蒙古拜克持续亏损。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内蒙古拜
克全部股权转让给参股公司圣雪大成，圣雪大成现有股东按持股比例向其增资，增资款用于推进
圣雪大成收购内蒙古拜克股权事项。截至年报披露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尚需圣雪大成实际控制
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审批，目前仍在审批过程中。圣雪大成增资事项尚需内蒙古拜克生物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并生效后实施。
3.积极谋求战略转型，拓宽公司经营范围。
公司在开展主营业务的同时，持续关注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积极谋求公司的战略转型，努力拓
宽上市公司的业务范围。报告期内，公司原控股股东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筹划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3月25日起停牌。2015年7月21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为促进战略转型及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经过大
量市场调研和论证分析后，公司拟以网络游戏业务，包括研发及代理发行等作为公司战略转型重
点方向。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22日起继续停牌，并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公司于2015年10月21
日发布了《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公告，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鲁剑、李练
及西藏炎龙合计持有的炎龙科技100%股权。公司拟向特定对象沈培今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0万元，所募集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及炎龙科技投资项目的建设和运营。2015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16年1月2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6年第9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通过。2016年2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关于不予核准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决定》（证监许可[2016]276号）。
鉴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注入标的炎龙科技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盈利能力较强，经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提高公司综合盈
利能力。
2016 年，对于公司原有主业，一方面将通过技术升级创新等手段来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升产品
利润水平；另外将加快剥离亏损严重和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和部门，以促使原主业能够保持平稳，
减少对公司整体利润水平的拖累。在巩固原有主业的基础上，2016 年公司会积极探索新的利润增
长点，将泛娱乐文化业务作为公司重点战略发展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1,010.24 万元，同比下降 24.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3,988.45 万元，同比增长 68.73%。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系公司主营业务
受市场因素影响，产品销售收入下降。另外，因公司转让原控股子公司宁夏格瑞股权，宁夏格瑞
自 2015 年 4 月 30 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宁夏格瑞主要生产经营农药中间品双甘膦，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514.88 万元、净利润-911.71 万元（数据经审计）；2015 年 1-4 月，宁
夏格瑞实现营业收入 1,857.82 万元、净利润-1,239.69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报告期内公司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主要系公司联营企业青岛易邦和财通基金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其中，财通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同比上升，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增长；青岛易邦继续加强高端产
品市场推广，集团客户占有率进一步提高，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增加。
公司所涉及的农药、兽药及锆系列产品在近几年由于受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或使用量减少的影响，
造成公司产品产量及销量下降，价格下跌，主营业务利润下滑。公司主要产品情况如下：
（1）农药产品麦草畏。公司麦草畏系列产品产能 1,000 吨/年，2015 年实际产量为 973.86（折百）
吨，销量为 457.50 吨，产能利用率为 97.39%，产销率为 46.98%。因主要竞争对手扬农化工、长
青化工等新建麦草畏生产装置于 2015 年全部投产，麦草畏市场受到严重冲击，麦草畏原药价格由
2014 年上半年的 14 万元/吨历史峰值降至目前 11 万元/吨以下，公司麦草畏系列产品利润大幅下
降。
公司是国内首家工业化生产麦草畏的企业，在技术、品牌及人才方面有一定优势，但随着市场竞
争环境的变化及公司所面临的环保压力，所具备的优势已不足以弥补环保压力、价格竞争等劣势。
公司麦草畏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已由 2013 年 50%以上下降到目前 10%以下，产能规模由原先的国内
第一下降至国内第三，公司在市场定价及议价能力减弱。
（2）兽药抗生素硫酸粘菌素。公司以生产硫酸粘菌素预混剂为主及少量硫酸粘菌素精品。硫酸粘
菌素预混剂产能为 1 万吨/年，2015 年实际产量 4,571 吨，销量 5,242 吨，产能利用率仅为 45.71%，
产销率为 115%（去上年库存）
。
近年，国家从政策层面加强对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于 201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国务院令第
609 号《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加大对饲料生产企业和养殖业兽用抗生素添加的管控，市
场对抗生素类药物添加剂需求减少。另外，国内丽珠福兴、普洛康裕等企业新建或扩建该产品产
能以及近年硫酸粘菌素精品出口不畅，加剧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各企业为去库
存产品竞相降价销售，市场竞争激烈。近两年，公司硫酸粘菌素预混剂、精品量价齐跌。公司在
硫酸粘菌素预混剂的品牌、技术、客户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目前销量仍保持国内 40%市场份额，
位于国内行业第一的水平；硫酸粘菌素精品规模较小，计划将进一步减少产量。
（3）饲料添加剂 20%L-色氨酸颗粒剂。公司 20%L-色氨酸颗粒剂产能 10,000 吨/年，2015 年 20%L色氨酸颗粒剂实际产量 5,800 吨，销量 4,748 吨，产能利用率仅为 58%，产销率为 82%。
随着国内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L-色氨酸作为动物营养剂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市场空间，但
竞争激烈，自 2014 年下半年开始受大宗蛋白类原料豆粕价格持续走低影响，饲料企业大幅减少
L-色氨酸的添加量，直接导致公司 20%L-色氨酸颗粒剂的销量和价格下降。除受豆粕等大宗原料
价格下跌影响外，国外企业如韩国希杰、日本味之素等在氨基酸发酵技术上领先于国内企业，国
内氨基酸龙头企业如：梅花生物、河南巨龙在技术等方面也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公司是国内首

家开发 20%L-色氨酸颗粒剂产品的生产企业，在 20%L-色氨酸颗粒剂有技术优势，但在 L-色氨酸
精品及氨基酸系列产品方面尚缺乏竞争力。公司 L-色氨酸的市场占有率仅为 10%左右，不具备定
价权等主导优势。
（4）兽药抗生素盐霉素。公司具有盐霉素折百产能 1,500 吨/年，2015 年实际折百产量 1,181.78
吨，销售 1,281.04 吨，产能利用率为 79%，产销率为 108%（去上年库存）
。2015 年公司根据客户
需求，在原 12%、25%盐霉素预混剂品种基础上成功开发 35%盐霉素预混剂，并于当年实现销售 820
吨。公司通过实施高通量筛选研发技术，对盐霉素生产菌种进行诱变、筛选，获得高效菌种并应
用于生产，盐霉素发酵效价水平同比提高了 14%，对提高收率、降低成本取得较好效果。公司盐
霉素产品 70%出口国外市场，相对受国内限抗影响较小。盐霉素主要竞争对手为山东齐发和鲁抗
医药，2015 年公司国内市场占有率约 30%，产销水平与山东齐发位列国内前二位。
（5）兽药中间体乙酰丙酮。乙酰丙酮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州新奥特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的主要
产品，具备产能为 5,000 吨/年，2015 年实际产量为 3811.88 吨，销量 4,019.06 吨，产能利用率
为 76%，产销率为 105%（去上年库存）。乙酰丙酮市场已经历三年的低谷，国内主要生产厂家还有
衢州伟荣药化有限公司和安徽富博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是国内首家乙酰丙酮工业
化生产企业，规模居国内之首，在产品质量、工艺技术方面在国内行业领先，售价也略高于国内
同行，占有国内市场份额的 30%。随着乙酰丙酮下游用途的开发，2015 年下半年市场已有所回升，
2015 年 4 季度新奥特实际已扭亏为盈，但产品市场竞争仍然激烈。
（6）锆系列产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锆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锆谷科技”）主要生产氧
氯化锆、二氧化锆、碳酸锆、硫酸锆等锆系列产品，已形成了氧氯化锆产能 30,000 吨/年、二氧
化锆产能 4,000 吨/年、其它锆系列产能 4,000 吨/年的生产规模。2011 年国内锆行情暴涨，由于
化学锆行业准入门槛较低，致使我国化学锆行业产能迅速扩张，市场竞争加剧。受此影响，锆谷
科技近三年持续亏损。2015 年公司氧氯化锆产量 13,475.68 吨，销量 14,672.31 吨，产能利用率
仅为 45%，产销率 109%（去上年库存）；二氧化锆产量 1,651.41 吨，销量 1,585.01 吨，产能利用
率仅为 41%，产销率为 96%；其它系列产品产量 3,409 吨，销量 3,400 吨，产能利用率 85%，产销
率约 100%。
目前我国从事氧氯化锆的生产企业有 20 余家，氧氯化锆产能扩张较快，总产能近 30 万吨，但受
全球经济下滑影响，市场实际需求在 15 万吨左右。受产能严重过剩和市场低迷双重因素的影响，
锆制品加工企业只能通过规模化经营，严控生产成本，产品低价竞争维持企业生存。2015 年度氧
氯化锆国际市场出口数量 41,474 吨，氧氯化锆出口贸易占全球化学锆产品贸易额的 90%以上（数
据来源亚洲金属网）
，2015 年度公司出口氧氯化锆 7,748.24 吨，国际市场氧氯化锆占有率为 18%。
公司在锆行业规模企业中排序第四，前三位分别为山东广成、江西晶安、东方锆业等，其中山东
广成氧氯化锆产能达到 9 万吨,为公司的 3 倍。尽管公司在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锆系列新产品方面
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主导产品氧氯化锆产销骤降无法扭转亏损局面。
上述主要产品约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60%，公司其它产品如阿维菌素等也受到环保、产能过剩、
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影响，公司依托现有产品结构在当前及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处境相对困难。
公司农药产品以生产经营农药原料药为主，下游客户为制剂生产企业，上游行业为基本化学原料
制造业；公司兽药产品主要有硫酸粘菌素精品、预混剂，L-色氨酸预混剂、盐霉素预混剂、莫能
菌素预混剂等，下游客户主要为饲料生产企业，上游行业为葡萄糖、豆油等农产品加工业；公司
生产的锆系列产品产业链上游主要是锆化学制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生产加工及进出口贸易企业，
产业链下游因锆化学制品应用范围广泛，涉及冶金、化工、材料等多个领域，具体包括核电、日
用陶瓷、卫生陶瓷、功能材料、新材料等技术领域。
公司与国内外多家客户均保持着良好的贸易伙伴关系，但随着国内产能过剩、价格竞争越趋激烈，
下游客户议价能力较强，公司在接单过程中处于劣势。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 2,5-二氯苯胺、烧碱、葡萄糖、豆油、锆英砂及煤炭等。公司利用公开招标采

购方式在合格供应商中采购各种原材物料，在目前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公司在原材
料采购过程中议价能力较强，包括原材料价格、质量、付款等均处于优势，因此原材料成本基本
也保持逐步下降的趋势。目前影响产品制造成本的较大因素是因开工不足造成单位固定成本大幅
增加，将严重影响公司的后续业绩，预计 2016 年公司农药、兽药及锆行业竞争格局不会发生变化，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经营业绩仍为产品市场供求关系。
公司 2015 年度确认投资收益共计 22,739.61 万元，主要来源于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占
比达 86.25%，共计 19,612.89 万元，其中参股青岛易邦确认投资收益 8,952.71 万元，参股财通
基金确认投资收益 9,615.13 万元。其他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私募债券投资收益等
共计 3,126.72 万元，占比 13.75%。参股公司青岛易邦与财通基金所处行业近年来发展态势良好，
且公司本身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与市场竞争力，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将构成上市公司投资收益及
营业利润的稳定来源。
未来，对于上市公司原有主业，一方面将通过技术升级创新等手段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产品
利润水平；另外将适时处理亏损严重和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和部门，减少对公司整体利润水平的不
利影响。在巩固原有主业的基础上，公司将积极探索新的利润增长点，将泛娱乐文化业务作为公
司重点战略发展方向，以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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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内蒙古拜克生物有限公司、浙江锆谷科技有限公司、湖州新奥特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安
徽升华新奥特化工有限公司、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和德清壬思实业有限公司等
6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之说明。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