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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山西高新技术农业龙头企业。澳坤生物是一家集科研、开发、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农业龙头企业，公司主要业务为从事工厂化

食用菌栽培，再利用食用菌废菌糠生产微生物菌肥，形成循环产业链的生

产经营模式，并依靠自身技术积累和创新提供稳定的产品质量，从而持续

获取收入、利润以及现金流。公司于 2016 年 6 月成功进入新三板创新层。 

 公司 2015年业绩增长，毛利率维持稳定。公司2015 年度的业绩较2014

年有所增加。同期，公司开发了襄汾销售市场，使公司主要产品杏鲍菇及

有机肥产销量同步提升，营业收入和利润指标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近三

年来，由于公司存在产品差异，使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综合水平相对稳定，

且保持在同行业较高地位。  

 食用菌产业历史悠久，有机肥行业前景光明。我国是世界认识和利用

食用菌最早的国家。目前，我国食用菌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总体市场稳步

增长，且规模巨大。随着我国食用菌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食用菌工厂化

蓬勃发展，一系列宏观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

化添砖加瓦，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成长空间。公司另一产品有机肥刚刚迈

入成长期，前景光明。  

 公司业务亮点频出。公司结合市场开发和发展规划，遵循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的基本原则，以有机循环产业链发展为主题，以研发创新为根本，

在全国范围内拓展“澳坤模式”，实现了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民

共同发展。今年公司的主要看点：1、公司已成功进入新三板创新层，有望

受益新三板价值重塑；2、公司继续推行“澳坤模式”，发挥循环经济优势；

3、良好的地理位置优势，极大降低了公司的采购成本。4、公司采用标准

化生产模式，品牌效应较好。  

 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澳坤生物运作规范，主营业务突出，公司状况

良好，利润增长稳定。公司具备规模优势，技术创新，循环经济，品牌效

应和成本优势五大特点，形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扎根于前景良好

的食用菌和有机肥行业，生产规模位居行业前列。根据我们的假设测算，

预计 2015 年和 2016 年 EPS 分别为 0.48 元和 0.59 元，以 8 月 8 日收盘价

4.82 计算，目前对应估值分别为和 10.04 和 8.17。 

 投资风险。1、市场竞争导致价格下降的风险；2、食品安全风险；3、

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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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简介 

1.1、基本情况 

澳坤生物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农业龙头

企业，位于百里汾河新型经济带临汾市尧都区东芦村。公司主要业务为从事

工厂化食用菌栽培，再利用食用菌废菌糠生产微生物菌肥，形成循环产业链

的生产经营模式，并依靠自身技术积累和创新提供稳定的产品质量，从而持

续获取收入、利润以及现金流。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产：有机复混肥、微生物肥、量子有机液肥（未

取得环保验收不能进行经营）；经销：有机液肥、复合肥、生物酶、复混肥；

高新技术开发推广；种植：优良品种胚胎移植；养殖；菌类、精饲料、营养

液肥研制；农副产品收购；冷库仓储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目前，公司主要从事杏鲍菇、有机肥两种主要

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图 1：公司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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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公司成功进入新三板创新层。公司围绕“种植、养殖和食

用菌”三条主线；整合“生产资料、种植养殖基地、农副产品初加工、精深

加工、冷链物流和电子商务”六大产业集群。公司充分利用农业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残渣废料作为培养基培育食用菌，又将食用菌生产后的废菌包作为生

物有机肥和生物有机饲料的原材料，再将生物有机肥和生物有机饲料循环投

入种植和养殖业，真正实现“吃干榨净零排放”；并在各大种养基地采用“农

光互补”“牧光互补”大力发展光伏农业，壮大新能源产业，形成一个“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农业生产大循环；有机基地的建设，使公司能

够通过有机产业的循环实现高品质农产品，让老百姓可以选择更多的健康农

产品，增加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运用大数据创建“互联网+现代农业”循环模式，实现了现代化高科

技生物农业，符合我国国家粮食发展战略、发展循环经济和现代新型农业的

要求，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补贴和其他

优惠政策。 

1.2、融资情况 

 2011 年 11 月，嘉鹏九鼎、天昌九鼎合计认购 2,225 万元注册资本； 

 2012 年 8 月，山西引导基金、山西科技基金合计认购 180 万元注册资

本； 

 2013 年 12 月，深创投、红土创投、生物创投合计认购 900 万元注册资

本； 

 2014 年 5 月，深创投、红土创投、生物创投合计认购 420 万元注册资

本； 

 2015 年 7 月，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向发行股票，发行

价格 6.50 元，发行股数合计 107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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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营情况分析 

2.1、财务回顾 

从 2015 年年报公布情况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755.94 万元，其中杏

鲍菇收入 7983.58 万元，有机肥收入 7772.36 万元，实现净利润 5171.83 万元，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42105.97 万元，比去年年末增长 

34.09%，净资产为 38000 万元，比去年增长 46.87%。稀释后每股收益为 0.58

元。 

公司收入与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为：（1）2015 年度的产量达到设计

产能的 70%，2014 年度的产量达到设计产能的 55%，导致杏鲍菇收入增加，

同时，2015 年度公司开发襄汾销售市场，销量比 2014 年度增加了 6789 吨，

导致生物肥料收入增加；（2）2015 年度营业收入增加 26.13%，营业成本也

随之增加。肥料研发支出及其他费用的增加，导致管理费用增长较多。2015 年 

8 月份公司偿还招商银行太原分行短期借款 3500 万元，导致利息支出减少，

使财务费用大幅降低。 

2015 年 7 月，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向发行股票，发行价

格 6.50 元，发行股数合计 1070 万股。由于公司营销管理能力，研发能力和

产品质量的提高，公司赢得了潜在的客户资源。2015 年公司总体运营平稳，

营业收入和利润指标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图 3：公司营业收入                               图 4：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资料来源：Wind   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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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相对稳定 

公司近三年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相对稳定，且保持在同行业较高地位，

这主要是由产品差异造成的。公司产品为杏鲍菇和有机肥料，而同行业的其

他公司主要产品多为金针菇。杏鲍菇属于珍稀食用菌类，与金针菇相比工厂

化日产量相对较低，规模化生产企业相对较少，市场竞争激励程度相对较轻，

因此有着更高的利润空间，而且公司地处山西省临汾市，杏鲍菇生产原料主

要来源于附近的农户，原材料采购成本相对较低，同时人力成本也相对较低，

从而使得公司杏鲍菇产品的毛利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如星河生物、雪融

生物、天水众兴等）的平均水平。 

图 5：产品毛利率                                  图 6：产品占比  

 

     
 

资料来源：WIND   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山西证券研究所 

2.3、公司费用情况 

从 2015 年年报公布情况看，公司销售费用为 476.31 万元，比上一年减

少 0.41%，其中，肥料运费由客户承担，无宣传费用支出，包装物费用有所

增长；管理费用为 1479.17 万元，比上一年增加 48.18%，主要因为肥料研发

支出及其他费用的增加。  

公司 2015 年财务费用为 98.21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65.59%，由

于 2015 年 8 月份公司偿还招商银行太原分行短期借款 3500 万元，导致利息

支出减少。公司 2015 年整体期间费用为 2053.69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6.56%，主要是由于管理费用增加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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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销售费用                                  图 8：管理费用 

 

     

 

资料来源：WIND    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9：财务费用                                 图 10：期间费用

 

   

资料来源：WIND    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山西证券研究所 

三、 食用菌产业历史悠久，有机肥行业前景光明 

3.1、食用菌行业发展现状   

我国是世界认识和利用食用菌最早的国家，早在公元前 240 年，我国就

出现了关于食用菌菇的记载。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我国才开始大规模

配人工栽培食用菌，到 1990 年，我国食用菌产量已突破 100 万吨。随着食用

菌产业的不断发展，我国食用菌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 70%以上，位居世界

第一，所生产的食用菌绝大部分用于国内消费。 

我国食用菌总体市场稳步增长，且规模巨大。尽管受到宏观经济下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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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食用菌总体规模增速下降，2014 年我国食用菌产量达到 3270 万吨。

其中，杏鲍菇作为食用菌细分行业，行业发展势头强劲，虽不及香菇、平菇、

金针菇等产量基数大，但杏鲍菇产量增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2008 年至 2014

年年增长率达到了 27.59%。 

图 11：2008-2014 年我国食用菌市场规模              图 12：2008-2014 年我国杏鲍菇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中国食用菌协会  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食用菌协会  山西证券研究所 

随着我国食用菌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食用菌工厂化也蓬勃发展。经过

多年的市场培育，目前我国食用菌工厂化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日趋完善，

工厂化生产不断专业化，分工不断精细化，并且带动食用菌生产相关领域技

术的深入和提升，促进生产技术和产能的大幅提升。2014 年我国食用菌工厂

化产品日产量达到 6134 吨，年产量达到 184 万吨，食用菌工厂化比例由

2008 年的 1.37%上升至 2014 年的 5.63%。但是，目前我国的食用菌工厂化

生产比例较低，相比于国外发达国家及地区 90%的水平差距较大，工厂化尚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目前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行业的发展特点和市场规模

趋势来分析，食用菌行业正处于成长期，预计未来将会是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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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008-2014 年我国食用菌工厂化产量              图 14：2008-2014 年我国食用菌工厂化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食用菌商务网  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食用菌商务网  山西证券研究所 

3.2、有机肥料行业发展现状 

有机肥料行业属于肥料生产行业的细分行业。有机肥料行业与肥料行业

一样，有一定的季节性、地域性，行业发展极度依赖农业和总体经济的发展

水平。经济发达地区对于食品安全更为重视，因此，有机食品的需求量较大。

而农业发达的地区，农民对于有机肥认识更为到位，更愿意施用较为环保的

有机肥料以达到可持续发展、增加收入的目的。 

图 15：2009-2014 年我国有机肥市场规模               图 16：2008-2013 年我国有机肥市场利润规模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  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山西证券研究所 

目前我国有机肥市场整体规模偏小，有机肥行业刚刚迈入成长期，逐年

保持增长，发展前景可观。2014 年行业销售收入达到 756.78 亿元，较 2013

年增长了 13.77%。在盈利方面，过去几年有机肥料行业利润持续上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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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业利润总额达到 71.12 亿元，与 2008 年的 7.16 亿元相比，行业利润增

长了 10 倍。 

有机肥行业利润促进参与者逐年增加，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加速，截止至

2015 年 10 月，营业收入超过 2000 万元的有机肥生产企业达到了 571 家，创

下历史新高。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口感、健康和环保的重视以及

政府政策对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机农业的大力支持，有机肥逐渐成为全社会的

共同要求和必然趋势。预计未来十年，我国有机肥生产将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行业发展空间前景广阔。 

3.3、政策驱动，行业发展前景无限  

2015 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总体下滑的现状，公司承受着食用菌市场下行的

压力。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

化建设的若干意见》。2016 年中央连续两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农业发

展并要求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靠

改革添动力，以法治作保障，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这一系列宏观

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表 1：近年来国家扶持行业相关政策  

政策名称 出台时间 相关内容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03 

纲要指出，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建立多形式利益联结

机制，培育融合主体、创新融合方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更多分享增值收益。积极发展

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

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

标的若干意见》 

2016.01 

意见提出，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厚植农业

农村发展优势，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

现代化道路。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

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

2015.02 
意见指出，农业工作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

总要求，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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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展。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

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

见》 

2014.01 

提出 2014 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强调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加快推进农业现

代化，特别提出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以及加快发展农业机械化。 

《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 

2012.03 

对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加强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创新

流通方式，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推动龙头企业集聚，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实力；加快技术

创新，增强农业整体竞争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开拓国际市场，提

高农业对外开放水平；狠抓落实，健全农业产业化工作推进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意

见》 

2012.02 

对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全面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督、大力推进农业

标准化、着力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加快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和制

度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

（2011-2015 年）》 

2012.01 

为指导全国“十二五”现代农业建设和发展，对全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形势，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与发展目标，重点任务，重点区域，重大工程，保障措施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全国种植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 
2011.09 

强调必须加快转变种植业发展方式，加强设施装备建设，优化种植结构，依靠科技进步，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增强综合生产能力，加快科技创新，集成推广先进实用技

术的基本原则，并以快速提升我国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作为主要任务。 

《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2011.09 

强调坚持把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主攻方向，以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作为总体目

标，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

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加快发展以农作物秸秆等农林废弃物为原料的生物质能源。 

《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

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 年

度）》 

2011.06 

确定了现代农业、农业机械化、新型设备农业技术、数字化农林技术与设备等农业方向为

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重点领域。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   山西证券研究所 

自古以来，食用菌在我国烹饪饮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同步带动食品类消费支出逐年提高。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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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营养意识亦明显增强，而工厂

化生产使得食用菌企业能够周年生产具备“绿色环保” 特点的产品，顺应了

人们“健康原生态”的新饮食消费理念。而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在技术、工艺、

管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先进性和创新性，极大提高了食用菌生产效率，节约

了土地与劳动力，有利于产业转型与产品升级。同时，食用菌深加工技术推

动行业整体发展，增加了食用菌生产的附加值，为行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

间和潜在的市场规模。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7%估计，

到 2020 年，我国食用菌产值将达到 3,240 亿元。 

根据目前有机肥料行业的发展特点和市场规模趋势来分析，我国有机肥

行业刚刚迈入成长期，发展前景可观。经济发达地区对于食品安全更为重视，

有机食品的需求量较大，有机肥料需求量亦随之增大。近年来，我国经济作

物种植面积呈现逐年上涨的态势，2013 年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

例已达到 31.95%，有机肥的施用比例和使用量会大幅提高，但我国有机肥使

用率占比尚不足 10%，市场空间巨大。同时，国家对有机肥的生产十分重视，

对于符合标准的生物有机肥产品实行免税政策，为有机肥行业的发展提供了

进一步的支持。随着生产技术的全面发展，我国有机肥行业将迎来快速发展

时期。 

四、 公司主要看点    

公司于 2008 年即开始进行食用菌工业化生产，是山西省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公司结合市场开发和发展规划，遵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基本原则，

以有机循环产业链发展为主题，以研发创新为根本，在全国范围内拓展“澳

坤模式”，实现了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民共同发展。目前，公司生

产规模居行业前列，在全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的企业中，公司食用菌产量也

榜上有名。 今年公司的主要看点：1、公司于 2016 年 6 月成功进入新三板创

新层，有望受益新三板价值重塑；2、公司继续推行“澳坤模式”，发挥循环

经济优势。3、良好的地理位置优势，极大降低了公司的采购成本。4、公司

采用标准化生产模式，品牌效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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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新三板价值重塑，创新层赢得青睐 

6 月 27 日，新三板分层制度将正式实施。经历了市场培育、非理性繁荣、

流动性陷阱，分层之后的新三板或将进入价值重塑的新常态，创新层企业即

将迎来更多的关注和青睐。 

图 17：澳坤生物进入新三板创新层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   山西证券研究所 

公司之所以能进入创新层，是因为今年以来，公司规模可观，盈利能力

强，且成长性十足。在新三板分层的情况下，像公司一类的优秀企业都会集

中在创新层，创新层挂牌公司将会有效的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包括澳坤在

内的这类公司的价值将会得到充分的挖掘，企业融资与转板将不再困难。而

且在新三板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情况下，股票交易的活跃度会逐步提升，

企业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流动性，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也将会得到更大体现，

同时企业也可能享受到更好的政策红利。 

成功加入创新层后的公司，知名度和募资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提高。公司

运作规范，主营业务突出，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前

景良好，具备融资、转板和并购的机会。从长远看，公司进入创新层的其他

优势也会很快体现出来。 

4.2、首创“澳坤模式”，发挥循环经济优势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来实现节约型社会，是贯彻我国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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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要求，这体现了我国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走循环经济的发展

道路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潮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战略选择。公

司在进行循环生产和发展过程中，有效的整合了资金、能源、土地利用、人

力资本等多方面的，充分利用企业外部的有利机会，围绕各种市场和政策机

会，形成了一定的核心竞争力，获取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图 18：澳坤模式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山西证券研究所 

公司以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为杏鲍菇和有机肥，并以农业废弃物及副产品，如玉米芯、玉

米面、麦麸、豆粕、木屑等为主要原材料，替代了传统以木屑为主、消耗森

林资源的生产模式，根据自己研制的配方，实现变废为宝，提供了优质的食

用菌产品。之后将其销售给下游经销商或合作社，而杏鲍菇采收后的剩余的

培养基经过再加工处理，既可以作为绿色有机肥料，又可以作为生物燃料再

利用，使公司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和产品生命周期中减少资源物质的投入、减

少废物的产生和排放量，实现了生态修复，并使农业废弃物得到了多次循环

利用。从而形成公司的有机产业链，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实现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民共同发展，创建了公司独有的“澳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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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绿色有机肥料产品，在当地政府的带动下，通过与吉县有机

苹果基地的产业联合社合作，向其下辖农户销售有机肥料，之后收购农户所

生产的有机苹果并对外销售，获取盈利。2016 年，为了配合公司业务升级，

公司从食用菌——生物菌肥——有机苹果——有机杂粮——食用菌逐步发

展，形成农业大循环的产业链，推进规模农业产业发展。 

公司首创的“澳坤模式”，其优点在于生产所用的原材料全部是农业废弃

物，产品收获后的废菌包再次利用，变废为宝，生产生物菌肥，做到了低碳、

高效、绿色、环保，促进了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发展，为生态修复起到了

示范作用，从而实现农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4.3、地理位置优越，降低了采购成本 

公司生产杏鲍菇所用原材料主要是农业废弃物及副产品，如玉米芯、玉

米面、麦麸、豆粕、木屑等，玉米、水稻、小麦、棉花是我国北方地区主要

农业种植物，这些原材料的供应量十分充足，价格也相对较低。同时，我国

北方地区日照充足，气候条件适宜，玉米芯、玉米面、豆粕、木屑、麦麸等

原材料品质较好，营养成分丰富，有利于提高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的产量。 

公司目前杏鲍菇生产用原材料大部分均从周边农户、板材作坊及代理收

购点处采购。而除了上述主要原材料之外的其他辅助原材料，如菌袋、硫酸

钾、尿素、腐殖酸等，公司会根据生产需求由供应部向供货商安排采购。公

司的有机肥主要销售给吉县澳坤有机苹果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澳坤联合社在

每一年度苹果基地施肥之前（11,12 月份）集中采购一批有机苹果肥，在其

后的有机苹果种植过程中根据追肥情况即时采购。所以，公司所需原材料供

应充足，质量优越，采购方便，价格较低，加之采购距离较近，运输费用也

较低，且销售渠道有保障，可以根据联合社集中采购时间按需提供有机肥数

量，避免存货堆积占用资源。因此，公司原材料成本优势明显。 

另外，公司现有生产基地处于山西临汾，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年

均气温约为 12.9°C，降水量 550.6 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512.6 小时，

适宜食用菌工业化生产。较南方及沿海地区相比，由于气温比较适宜，公司

为维持合适的食用菌生长环境所耗用电能较少，有效节约了能源，降低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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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本。 

图 19：临汾市地理位置图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   山西证券研究所 

4.4、生产规模标准化，打造品牌效应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是杏鲍菇，由于市场需求量较大，公司的杏鲍菇产

品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因此公司通常会根据当前阶段杏鲍菇的产量

来计划安排生产，同时公司也会综合考虑市场上杏鲍菇的销售价格来调整产

量。有机肥产品以杏鲍菇采摘之后的菌糠作为主要原材料投入生产，通常情

况下公司根据设计产能按照每种肥料施用作物的种植周期来安排生产，以保

证产品能及时投放市场。公司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大部分生产工序采用食用

菌自动化、机械化生产，极大提高了食用菌生产效率，规模效应非常明显。

公司的食用菌日产量可达到 50 吨，生产规模位居行业前列，在全国食用菌

工厂化生产的企业中，食用菌产量亦名列前茅。公司通过废物利用，由食用

菌废菌包生产出来的生物有机肥，目前产品受到广大农民的信赖，位于吉县

车城乡车城村的全资子公司 20 万吨生物有机肥生产线投产后，公司生物有

机肥的规模在国内产能亦名列前茅。 

公司采用标准化方式生产高品质食用菌产品，形成较好的品牌效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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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和有机产品认证。公司注册的“澳坤量子”

牌生物有机肥系列产品，“澳光”牌有机食用菌系列产品，荣获第九届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金奖，第二届中国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金奖，和第三届中国（山

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畅销产品奖等殊荣。2015 年，“澳光”品牌被评

为第四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金奖。在山西区域内，公司打

造了良好的品牌效益，在食用菌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企业知名度。 

图 20：产品及品牌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   山西证券研究所 

五、 投资及估值建议 

5.1、投资建议及盈利预测 

澳坤生物运作规范，主营业务突出，公司状况良好，利润增长稳定。公

司结合市场开发和发展规划，遵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基本原则，以有机循

环产业链发展为主题，以研发创新为根本，在全国范围内拓展“澳坤模式”，

实现了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民共同发展。公司具备规模优势，技

术创新，循环经济，品牌效应和成本优势五大特点，形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公司扎根于前景良好的食用菌和有机肥行业，生产规模位居行业前列。

同时，公司于 2016 年 6 月成功进入新三板创新层，有望受益新三板价值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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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盈利预测表                                    单位：百万元 

  2013A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一、营业总收入 89.51  124.92  157.56  135.00  268.00  

        营业收入 89.51  124.92  157.56  135.00  268.00  

二、营业总成本 58.17  78.09  103.01  88.43  209.04  

        营业成本 43.52  60.67  79.03  67.50  156.78  

        营业税金及附加 0.00  0.00  0.00  0.00  0.00  

        销售费用 5.23  4.78  4.76  4.73  13.40  

        管理费用 5.59  9.98  14.79  10.13  22.78  

        财务费用 3.12  2.85  0.98  3.38  9.38  

        资产减值损失  0.71  (0.20) 3.44  2.70  6.70  

三、其他经营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净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四、营业利润 31.34  46.83  54.55  46.58  58.96  

        加：营业外收入 1.14  1.16  1.31  1.28  0.95  

        减：营业外支出 0.38  0.29  0.07  0.08  0.10  

五、利润总额 32.10  47.70  55.79  47.78  59.81  

        减：所得税 1.16  3.03  4.08  3.78  5.81  

六、净利润 30.95  44.67  51.72  44.00  54.00  

        减：少数股东损益 0.00  0.00  0.00  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95  44.67  51.72  44.00  54.00  

七、每股收益：      

        (一)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6  0.55  0.60  0.48  0.59  

        (二) 稀释每股收益(元) 0.46  0.55  0.60  0.48  0.59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山西证券研究所 

公司以 2015 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为指引，完善经营管理体系与产品质

量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市场宣传与推广，加大研发及技术创新投入，公司业

绩得到稳步提升。公司产品主要采用区域代理和基地直供的销售模式，销售

价格采取随行就市的定价策略，产品销售有一定保障。根据我们的假设测算，

预计 2015 年和 2016 年 EPS 分别为 0.48 元和 0.59 元，以 8 月 8 日收盘价 4.82

计算，目前对应估值分别为和 10.04 和 8.17，与同行业公司比较估值优势明

显，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5.2、同行业估值分析 

1、同行业上市/挂牌公司市值表现情况 

同行业上市和挂牌的公司在二级市场上的较受资本市场青睐，整体估值

水平较高，说明资本市场比较看好公司所处食用菌行业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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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同行业上市/挂牌公司市值表现情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总市值(亿元) 市盈率 PE(TTM,倍) 

002772.SZ 众兴菌业 47,952 11,501 73.23 47.1854 

300143.SZ 星河生物 28,014 1,514 64.80 346.9503 

300511.SZ 雪榕生物 101,900 12,524 93.43 61.2504 

833260.OC 万辰生物 15,966 3,687 15.20 41.2118 

834620.OC 四川唯鸿 6,038 1,409 3.65 25.2968 

836758.OC 奥吉特 13,586 3,667 6.34 17.8313 

831036.OC 裕国股份 104,601 4,099 5.43 12.7863 

    均值 78.9303 

注：上表中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数值均采用 2015 年末的数值；总市值与市盈率 PE(TTM)均采用 2016 年 8月 3日收盘数值。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山西证券研究所 

2、同行业新三板挂牌公司定增情况 

 

表 4：食用菌行业新三板挂牌公司定增情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定增日期 发行价(元) 融资总额(万元) PE(倍) 备注 

832838.OC 华绿生物 2016.02.17 25.16 603.84 10.62  

833260.OC 万辰生物 2015.08.18 15.00 4950 29.41  

20.00 8000 39.22 做市库存股 

2015.12.11 15.00 675 29.41 做市库存股 

834620.OC 四川唯鸿 2015.12.16 4.00-6.00 ≤4800 - 预案 

831036.OC 裕国股份 2015.05.19 8.80 11000 12.39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5：有机肥行业新三板挂牌公司定增情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定增日期 发行价(元) 融资总额(万元) PE(倍) 备注 

832837.OC 莱姆佳 2016.05.23 5.20 ≤2,600 27.62 预案 

2015.11.20 3.88 3,045 27.03  

2015.08.03 2.88 1,656 20.06  

833098.OC 新龙股份 2015.09.01 6.00 1,800 83.21 做市库存股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山西证券研究所  

六、 投资风险 

6.1、市场竞争导致价格下降的风险 

随着人民追求健康食品意识的提高，食用菌消费量逐年增加，食用菌工

厂化行业平均利润率相对较高，良好的市场前景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吸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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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投资者涉足食用菌行业，越来越多的同行参与到市场竞争中。随着生

产厂商的扩张，相互之间市场竞争加剧，食用菌产品供应量随之增多，食用

菌产品平均价格也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尽管公司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不断提

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等方式降低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经营风险，但是

若市场竞争格局持续恶化，销售价格出现大幅下降，公司将面临业绩下滑的

风险。 

6.2、食品安全风险 

公司产品安全无公害，品质优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无需使用农药和化

肥，由于先进无污染的生产管理和控制，公司产品质量较高，发生食品安全

事故的可能性较小。但公司产品仍在以下环节可能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一是

原材料质量隐患，如果所采购的原材料出现严重的重金属或农药残留超标情

况，食用菌在汲取原材料养分的同时可能同时汲取重金属和农药成份，从而

导致重金属和农药超标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二是在食品流通环节可能存在

二次污染。因此，公司存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风险。 

6.3、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随着公司主营业务的快速发展，营业收入持续增长，应收账款也相应增

加。若公司主要客户的财务状况发生恶化，致使应收账款不能收回，将对公

司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公司将面临一定的坏账风险。 

 

 

 

 

 

 

 

 

 



                                                        公司报告/深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特别声明部分                                                                               21 

 

投资评级的说明： 

 

——报告发布后的 6 个月内上市公司股票涨跌幅相对同期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股票投资评级标准：  

 

买入：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标准： 

 

看好：  行业超越市场整体表现 

中性：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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