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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食品饮料专题系列之一 

■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物：如今，消费者对于食品的色、香、味、形、

健康、安全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食品添加剂在满足这些要求上起着

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所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不在于“食品添

加剂”本身，而在于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非法使用非食品添加剂的化

学物质，以及超限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按照规定使用食品添

加剂对丰富食品品种和保障食品安全都有好处。 

 

■食品添加剂种类丰富，产业规模增长迅速：目前，全世界使用的食品

添加剂种类达到 16000 多种，我国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超过 2600 种。

可以说，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除了种类众多之外，

食品添加剂产业的规模、企业数量、从业人员数量增长也十分迅速，

未来发展前景良好。 

 

■健康性、功能性需求提升，天然来源产品受青睐：随着我国居民人均

收入地不断提高以及二胎政策的开放，未来注重食品安全性和健康性

的消费者群体将有望进一步扩大，健康性、功能性需求将不断提升。

天然来源并具有相应功效的产品能够较好地符合消费者的这些需求，

未来将更加受到青睐。 

 

■食品添加剂潜力股之银耳多糖：银耳多糖具有广泛的药理学、保健及

美容养颜作用，例如增强免疫功能、抗肿瘤、抗衰老、降血糖血脂、

修复胃黏膜、润肠通便、减肥美容等。除此之外，银耳多糖来源于天

然植物，在安全性方面有保障，未来在食品添加剂领域的应用十分可

观。 

 

■竞争格局分散，并购整合成趋势：由于食品添加剂种类众多，部分种

类生产和销售的门槛较低，导致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竞争格局较

为分散。参考国内政策及国外案例，我们认为并购整合将成为食品添

加剂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产业将向规模化、集约化、效益化方向发

展。 

 

■新三板优质标的推荐：辉文生物（832402.OC）——享银耳多糖全球

独家专利，领跑“生物科技+”。 
 

■风险提示：行业竞争加剧、食品安全事件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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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添加剂产业——风雨过后，健康发展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吃得饱”的问题，而“吃

得好”则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今，消费者对于食品的色、香、味、形、健康、安全都有了更高

的要求，而食品添加剂在满足这些要求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1.1. 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物 

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添加剂做出明确的定义，

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

食品中的化学合成或者天然物质”。 

 

我国在食品添加剂的申报批准、生产和使用上都有严格程序和标准。食品添加剂审批材料必

须包括经过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毒理学安全性评价报告。对于批准

的品种，严格规定了它们的检测方法、使用范围、使用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GB 2760-2014）文件中明确规定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 

 

表 1：食品添加剂使用原则 

食品添加剂使用原则 具体内容 

食品添加剂使用时应符合

以下基本要求 

a)不应对人体产生任何健康危害； 

b)不应掩盖食品腐败变质； 

c)不应掩盖食品本身或加工过程中的质量缺陷或以掺杂、掺假、伪造为目的而使用食品

添加剂； 

d)不应降低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 

e)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在食品中的使用量。 

在下列情况下可使用食品

添加剂 

a)保持或提高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 

b)作为某些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必要配料或成分； 

c)提高食品的质量和稳定性,改进其感官特性； 

d)便于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或者贮藏。 

食品添加剂质量标准 按照本标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应当符合相应的质量规格要求。 

带入原则 

1、在下列情况下食品添加剂可以通过食品配料(含食品添加剂)带入食品中: 

a)根据本标准,食品配料中允许使用该食品添加剂; 

b)食品配料中该添加剂的用量不应超过允许的最大使用量; 

c)应在正常生产工艺条件下使用这些配料,并且食品中该添加剂的含量不应超过由配料

带入的水平; 

d)由配料带入食品中的该添加剂的含量应明显低于直接将其添加到该食品中通常所需

要的水平。 

2、当某食品配料作为特定终产品的原料时,批准用于上述特定终产品的添加剂允许添加

到这些食品配料中,同时该添加剂在终产品中的量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在所述特定食

品配料的标签上应明确标示该食品配料用于上述特定食品的生产。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 

 

长期以来，由于对食品添加剂缺乏科学、专业的认识，许多消费者将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引

起的食品安全事件归结为滥用食品添加剂，认为食品添加剂是影响食品安全的“罪魁祸首”。

但实际上，这些食品安全问题并不在于“食品添加剂”本身，而在于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非

法使用非食品添加剂的化学物质，以及超限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例如，近年来出现

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等添加物根本不属于食品添加剂，而是非法添加物。 

 

我们首先要分清“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物”，按照规定使用食品添加剂对丰富食品品种和

保障食品安全都有好处，某些食品添加剂更是可以起到提高食品质量和营养价值、促进人体

健康的作用。 

 

1.2. 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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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万多年前，人类就已经开始使用食品添加剂了。从世界范围看，食盐是人类社会最早

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据专家推断，中国人大约在神农氏(炎帝)与黄帝之间的时期，即最晚在

公元前 5000 年公元前 3000 年间，就已学会煎煮海盐了。 

 

食盐是人体进行正常生理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每人每天大约需要 35 克。最初的人类以狩

猎为生的，身体所需盐分可从肉类食品中获得。然而，随着早期人类的定居和农业生产的出

现，盐分的获得就成为问题。发现并有目的地利用食盐，成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内在需求。 

 

图 1：食品添加剂应用历史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根据《食品添加剂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整理绘制 

 

作为最早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民族，中华民族为食品添加剂的发现与应用做出了巨大贡献，从

上图可以看出，我国食品添加剂应用历史十分悠久。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人类社会之所以选

择食品添加剂，目的是要进一步提高食品的品质，为人们带来更好的视觉、嗅觉和味觉享受，

如今还要加上健康的需求。因此，食品添加剂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人类社会基于自身需要

而做出的价值选择。 

 

发展至今，世界食品工业已经较为发达，可以说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在现

代食品工业中，正确规范地使用食品添加剂有以下好处： 

 

 增加食品的保藏性能，延长保质期，防止微生物引起的腐败和由氧化引起的变质。 

 改善食品的色香味和食品的质构如色素、香精、各种调味品、增稠剂和乳化剂等。 

 有利于食品的加工操作适应机械化、连续化大生产。 

 保持和提高食品的营养和保健价值。 

 

1.3. 食品添加剂种类丰富，产业规模增长迅速 

目前，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已经十分丰富。全世界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种类达到 16000 多种，我

国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超过 2600 种，其中食用香料 1868 种，营养强化剂 200 多种，加

工助剂（含酶制剂）163 种，胶姆糖基础剂 55 种，其他 345 种。 

 

按功能的不同，我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将食品添加剂分为了 23 类，具体情况

如下表所示： 

 

表 2：食品添加剂按功能分类 

编号 食品添加剂种类 作用 

1 酸度调节剂 用以维持或改变食品酸碱度的物质,主要用于需要调节酸度的食品。常用的有:柠檬酸、

神农氏( 炎帝) 与黄
帝之间的时期：

中国人开始使用食盐

大汶口文化时期：
发现转化酶( 蔗
糖酶) 用以酿酒

周朝时期：
中国人已经使
用肉桂增香

东汉时期：
中华先人有了使用凝固
剂盐卤制作豆腐的传统

南宋时期：
“一矾二碱三盐”的食品添加剂配
方比例应用于油条的炸制之中，

这一技术沿用至今

如今：
食品添加剂种类
丰富，用途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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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石酸、乳酸、苹果酸。 

2 抗结剂 
用于防止颗粒或粉状食品聚集结块,保持其松散或自由流动的物质,主要用于容易结块的

物质。常用的有滑石粉,二氧化硅等。 

3 消泡剂 
在食品加工过程中降低表面张力,消除泡沫的物质,主要用于生产过程中需要消除泡沫的

食品。常用的有聚二甲基硅氧烷等。 

4 抗氧化剂 
能防止或延缓油脂或食品成分氧化分解、变质,提高食品稳定性的物质,主要用于食用油

脂及油脂含量比较高的食品。常用的有 BHA、BHT、茶多酚等。 

5 漂白剂 
能够破坏、抑制食品的发色因素,使其褪色或使食品免于褐变的物质,主要用于需要漂白

的食品。常用的有二氧化硫、硫磺、亚流酸钠等。 

6 膨松剂 

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加入的,能使产品发起形成致密多孔组织,从而使制品具有膨松、柔软

或酥脆的物质,主要用于面包、糕点等需要膨松的食品。常用的膨松剂有:碳酸氢钠、碳

酸氢铵、复合膨松剂等。常用的有碳酸氢钠、碳酸氢铵等。 

7 
胶基糖果中基础

剂物质 

是赋予胶基糖果起泡、增塑、耐咀嚼等作用的物质,主要用于胶基糖果。常用的有丁苯

橡胶、松香甘油酯等。 

8 着色剂 
使食品赋予色泽和改善食品色泽的物质,主要用于需要着色的食品。一般常用的有:胭脂

红、苋菜红、柠檬黄、靛蓝等,这些色素均为合成色素。 

9 护色剂 
能与肉及肉制品中呈色物质作用,使之在食品加工、保藏等过程中不致分解、破坏,呈现

良好色泽的物质,主要用于熟肉制品。常用的有硝酸钠、亚硝酸钠等。 

10 乳化剂 
能改善乳化体中各种构成相之间的表面张力,形成均匀分散体或乳化体的物质。常用的

有蔗糖脂肪酸酯、单双甘油酯等。 

11 酶制剂 

由动物或植物的可食或非可食部分直接提取,或由传统或通过基因修饰的微生物(包括但

不限于细菌、放线菌、真菌菌种)发酵、提取制得,用于食品加工,具有特殊催化功能的生

物制品。常用的有蛋白酶、β-淀粉酶等。 

12 增味剂 补充或增强食品原有风味的物质。常用的有谷氨酸钠、5'-鸟苷酸二钠等。 

13 面粉处理剂 促进面粉的熟化、增白和提高制品质量的物质。 

14 被膜剂 
涂抹于食品外表,起保质、保鲜、上光、防止水分蒸发等作用的物质。常用的有巴西棕

榈蜡、液体石蜡等。 

15 水分保持剂 
有助于保持食品中水分的物质。常用的增湿剂有:甘油、山梨糖醇、麦芽糖醇等。常用

的有六偏磷酸钠、三聚磷酸钠等。 

16 营养强化剂 

为增强营养成分而加入食品中的天然的或者人工合成的属于天然营养素范围的物质。常

用的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P、维生素 C、维生素 D2、维生素

D3,赖氨酸、葡萄糖酸、乳酸钙、动植物蛋白质等等。 

17 防腐剂 
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延长食品储存期的物质。常用的有:苯甲酸、山梨酸、二氧化硫、

醋酸、乳酸。 

18 稳定剂或凝固剂 
使食品结构稳定或使食品组织结构不变,增强黏性固形物的物质。常用的有葡萄糖酸-δ-

内酯、氯化钙等。 

19 甜味剂 赋予食品以甜味的物质。常用的有糖精钠、安赛蜜、甜蜜素等。 

20 增稠剂 
可以提高食品的黏稠度或形成凝胶,从而改变食品的物理性状,赋予食品黏润、适宜的口

感,并兼有乳化、稳定或使呈悬浮状态作用的物质。常用的有黄原胶、卡拉胶等。 

21 食品用香料 能够使食品增香的物质。常用的有香兰素、乙基香兰素等。 

22 
食品工业用加工

助剂 

有助于食品加工顺利进行的各种物质,与食品本身无关,如:助滤、澄清、吸附、润滑、脱

模、脱色、脱皮、提取溶剂、发酵用营养物质等。常用的有硅藻土、活性炭等。 

23 其他 上述功能类别中不能涵盖的其他功能。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食品添加剂的作用与安全性控制》 

 

尽管每一样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含量都很低，但它们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食

品添加剂可以保持或提高食品本身营养价值，作为某些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必要配料或成分，

提高食品的质量和稳定性，改进其感观特征，便于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或贮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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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作用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食品添加剂的作用与安全性控制》 

 

除了种类众多之外，食品添加剂产业的规模增长也十分迅速。全球食品添加剂产业每年以

4%~6%的速度增长，根据产业信息网统计，我国食品添加剂产业近五年主要产品产量和销

售额增速均维持在 7%以上。2015 年，我国食品添加剂主要产品产量总额达到 1050 万吨，

同比增长 9.6%，销售总额达到 962.96 亿元，同比增长 7.37%。 

 

图 3：2010-2015 年中国食品添加剂主要产品产量总额  图 4：2010-2014 年中国食品添加剂主要产品销售总额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中国产业信息网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中国产业信息网 

 

不仅如此，我国食品及饲料添加剂行业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规模也在不断提升。到 2014 年，

企业数量已突破 9000 家，从业人员数量早在 2012 年即超过 140 万人。 

  

保持或提高食品本身营
养价值

•在食品生产加工或者保存过程中, 食品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容易发生改变。如:食品中的一些营养素在保存过
程中容易被氧化, 一些食品成分容易腐败变质。如果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按照规定加入一些抗氧化剂或者
防腐剂, 就能够有效避免营养素的损失。

•在一些食品中加入食品营养强化剂, 可以提高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 对于防止营养不良和营养缺乏、促进营
养平衡、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某些特殊膳食用
食品的必要配料或成

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一些特殊膳食的需求越来越多。如:糖尿病患者不能吃含糖的食品, 但是人们对
于甜味有着天然的喜好, 所以需要特殊的“无糖食品”， 我国批准使用的甜味剂就能够起到这种作用。

•同时, 含有甜味剂的低能量食品也是减肥者的最爱, 那些加了高倍甜味剂的食品, 在满足人们甜味感觉的同时
,提供的热量却很低。

提高食品的质量和稳
定性, 改进其感观特

征

•食品添加剂在保证食品的质量和稳定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如:对于一些水油状的脂肪乳化制品, 需要在
其中使用乳化剂以保证水油体系的稳定性。

•食品的色、香、味等感观特征是衡量食品质量的重要指标, 食品添加剂中的着色剂、护色剂、漂白剂及食用
香料等能够明显提高食品的感观特征, 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如:在巧克力中添加香料, 能使巧克力风味独特。

便于食品的生产、加
工、包装、运输或贮

藏

•食品添加剂有利于食品加工操作适应机械化、连续化和自动化生产, 推动食品工业走向现代化。如:使用乳
化剂能使方便面面团中的水分均匀散发, 提高面团的持水性和吸水力, 有利于蒸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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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0-2014 年中国食品及饲料添加剂企业数量  图 6：2008-2012 年中国食品及饲料添加剂从业人员数量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1.4. 健康性、功能性需求提升，天然来源产品受青睐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升级的进行，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开始更加注重食品的

安全性和健康性。根据 ipsos 的调研结果，安全性和健康性是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首要考虑

的两个因素，而安全性是健康性的基础。 

 

图 7：消费者选购食品的考虑因素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ipsos《2015 食品安全调研报告》 

 

将被调查者按照收入高低和有无小孩细分，可以明显看出高收入和有小孩的消费者会更多地

考虑食品的安全性和健康性。随着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地不断提高以及二胎政策的开放，未来

注重食品安全性和健康性的消费者群体将有望进一步扩大，因此健康化将成为未来食品添加

剂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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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选购食品的考虑因素（by 家庭月收入）  图 9：选购食品的考虑因素（by 有无小孩）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ipsos《2015 食品安全调研报告》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ipsos《2015 食品安全调研报告》 

 

当消费者对健康性的需求进一步提升时，将产生对功能性的需求。常规食品添加剂往往是没

有营养保健功能的，只是改善食品的色香味和品质；而功能性食品添加剂不但满足了食品口

感、口味，还能够根据特定消费者要求进行营养或者保健强化。 

 

功能性食品添加剂是开发强化食品和保健食品等功能食品的必要资源，常见的功能性食品添

加剂种类及功效如下表所示： 

 

表 3：常见功能性食品添加剂应用与功效 

功能性食品

添加剂种类 
举例 应用与功效 

天然色素 

姜黄、玉米黄 抗癌、抑制肿瘤 

红花黄 降压作用 

辣椒红、菊花黄、高粱红、沙

棘黄、玉米黄、花青素 
抗氧化作用 

茶绿素、桑椹红、红曲米、葡

萄皮红 
凝血脂 

花生衣红 凝血作用 

紫草红 抗炎症作用 

叶黄素 护眼功能 

甜味剂 

用甘草提取的甘草甜 
具有明显的解毒功能。2001 年日本山口大学报告：甘草甜能抑制艾滋

病病毒，有可能成为防治艾滋病的良药，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 

山梨醇、麦芽糖醇、甘露醇、

乳糖醇等六元醇 
普遍具有防龋齿和不影响血糖值的功能，可作糖尿病人的食糖替代品。 

增稠剂 

高甲氧基果胶 

不仅能带走食物中的胆固醇而且能抑制内源性胆固醇的生成，降解的瓜

尔豆胶能调节血脂，有效地稳定酸牛奶制品并改善其风味，还可作为稳

定剂使牛奶和果汁结合成含牛奶蛋白质、矿物质及果汁的重制饮料。 

黄原胶 抗氧化和免疫功能 

经低分子化以后的海藻酸钾 降压作用 

胡芦巴胶 可作为糖尿病人食品配料和控制胆固醇的食品配料 

乳化剂 

蔗糖脂肪酸酯、木糖醇脂肪酸

酯、辛酸甘油酯 
改变食品的结构、性能和口感的功能和抑菌作用 

辛葵酸甘油酯 

易吸收、黏度低、耐氧化性、凝固点低，与各种溶剂、油脂、维生素的

相溶性好，并可抑制微生物繁殖，所以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并经 FDA

确认为 GRAS 物质。国外研究还发现，辛葵酸甘油酯还有对癌细胞的

杀伤作用，并不影响正常肝细胞，可应用于治疗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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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桂酰乳酸钠 乳化性能优异，易吸收并有助于食品防腐，可广泛用于各种食品加工中 

防腐剂 
乳酸链球菌素(nisin)亦称乳链

菌肽 

对革兰氏阳性菌，包括葡萄球菌、链球菌、微球菌等有害菌，有较强的

抑制作用。而且在肉制品中使用，可降低杀菌温度，从而改善熟肉制品

的口感。近年发现，乳酸链球菌素在口腔中能抑制糖类发酵，从而能在

食品中使用时发挥防龋齿功能。此外，新近发现乳链菌素对幽门螺旋杆

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不具抗药性，可替代某些抗菌素。 

功能性食品

添加配料 

蕃茄红素 有极强的消除自由基、抗氧化、抗衰老的功能。 

大豆异黄酮 具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缓解妇女更年期综合症，促进钙吸收等功能。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根据《功能性食品添加剂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整理 

 

我国天然资源较丰富，经过中国卫生部批准的食药两用的植物不胜枚举。民间流传防病抗病

的植物如竹叶、山楂、葛根、魔芋传统中草药，在古代本草中均记载着其独特性能和功效。

未来，随着市场对安全、健康、具有功能性食品的需求逐步提高，来源天然的功能性食品添

加剂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银耳多糖——食品添加剂潜力股 

植物多糖具有独特的生物学功能、低毒性以及广泛的应用价值，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非常符

合消费者的安全性、健康性、功能性要求。银耳作为珍贵滋补品和重要的药材，已有悠久历

史，具有滋补强壮、扶正固本的功效，银耳多糖是其主要活性成分，具有很多健康功效，是

一种非常有潜力的食品添加剂。 

 

2.1. 银耳多糖简介 

银耳又称白木耳、雪耳，在分类学上隶属于真菌门，担子菌纲，异隔担子菌亚纲，银耳目，

银耳科，银耳属。银耳是一种经济价值高，营养丰富的胶质食用菌，历来为宴席上的珍品。

银耳所含的氨基酸、胶质物、有机磷对人体十分有益，长期食用，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是

世界公认的珍贵食用菌。银耳主要成分如下表所示： 

 

表 4：银耳主要成分 

分析成分 含量 分析成分 含量 分析成分 含量 

蛋白质（g） 12.1 𝐵2核黄素（mg） 0.44 Mg 镁 152 

脂肪（g） 1.5 𝐵5烟酸（mg） 5.3 Fe 铁 97.4 

碳水化合物（g） 65.6 Vc 维生素（mg） 0 Ma 锰 8.86 

膳食纤维（g） 29.9 Ve维生素E（mg） 11.34 Zn 锌 3.18 

Va 维生素 A（𝛍𝐠） 17 胆固醇（mg） 0 Cu 铜 0.32 

胡萝卜素（𝛍𝐠） 100 K 钾（mg） 757 P 磷 292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中国食物成分表 2002》 

 

银耳是中国的特产，分布于我国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台湾、湖北、海南、湖南、

广东、香港、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内蒙古、西藏等地区。福建省是银耳

的主要生产地区，包括古田县、屏南县、闽清县、闽候县，其中古田县的银耳产量占到全国

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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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银耳  图 11：银耳多糖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百度图片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百度图片 

 

银耳多糖是银耳的主要生物学活性成分，在银耳中含量丰富，约占银耳干重的 60%～70%。

银耳多糖无甜味，易溶于热水。银耳多糖的种类较多，其中大多数是以α-(1,3)连接的甘露糖

为主链，目前分为五大类，分别为酸性杂多糖、中性杂多糖、胞壁多糖、胞外多糖及酸性低

聚糖五类。 

 

1972 年，日本学者 Ukai 等首次采用热水提取法从银耳子实体中提取得到银耳多糖。此后，

国内外学者就如何提高银耳多糖的得率，不断地加以研究和探讨。目前，关于大型高等真菌

多糖的提取多为两种方法：子实体的热水温浸提取和深层发酵培养物的分离提取。关于银耳

多糖的提取方法，常用的有：热水提取法、酸提取法、碱提取法以及酶解提取法。 

 

2.2. 银耳多糖功效 

银耳多糖具有广泛的药理学、保健及美容养颜作用，仅此处列举出的功效就有 14 项之多，

例如增强免疫功能、抗肿瘤、抗衰老、降血糖血脂、修复胃黏膜、润肠通便、减肥美容等。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5：银耳多糖功效 

编号 银耳多糖功效 详情 

1 
银耳多糖与非免

疫系统 

据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银耳多糖可能具有果人体非免疫防御系统的作用。寡糖、甘露寡

糖、木糖的类似作用,能直接到达后肠作为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特异性的营养物质,促进

肠道理想微生物菌群的形成,增强人体对外源性病原菌的抵抗能力,改善肠道的健康状

况,起到提高 

2 
银耳多糖与免疫

系统 

1）增强体液免疫功能； 

2）银耳多糖除了对机体吞噬能力有提高作用以外,同时还能增强淋巴细胞及细胞因子的

活性和功能,促进细胞因子的生成； 

3）银耳多糖-Fe(Ⅲ)配合物能减缓膜的脂质过氧化反应和抑制邻苯三酚自氧化产生的氧

自由基对红细胞膜的损伤,起到对细胞膜的保护作用。 

3 
对蛋白质核酸合

成的影响 
促进血清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增强机体抗病能力，可优先促进损伤肝脏的修复。 

4 抗肿瘤作用 

1）银耳多糖通过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强网状皮系统吞噬功能、促进 IFN、TNF 等的

产生对癌细胞产生抑制作用； 

2）此外,银耳多糖还可减轻化疗和放疗的毒副反应,增强疗效,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质量

及延长生存期。 

5 抗衰老作用 

银耳多糖能明显延长果蝇平均寿命,使其脂褐质含量降低 23.95%。银耳多糖还可明显降

低小鼠心肌组织脂褐质含量,增强小鼠脑和肝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抑制脑

中 MAO-B 活性,延长小鼠在缺氧情况下的生存期。此外,银耳多糖亦可通过促进核酸及

蛋白质的合成、增加肝微粒体细胞色素 P-450 含量、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而发挥抗衰老

作用。 

6 降血糖作用 
姜秀莲等报道,银耳多糖能明显降低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的血糖水平,亦可显著降低高血

糖动物及正常动物血糖含量,升高血清胰岛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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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降血脂作用 
银耳多糖可明显降低高脂血症大鼠血清游离胆固醇、胆固醇脂、甘油三酯、β-脂蛋白含

量,降低高胆固醇血症小鼠总胆固醇含量,并可预防小鼠高胆固醇血症的形成。 

8 
抗凝血、抗血栓作

用 

银耳多糖体内、体外应用均有明显抗凝血作用,不同给药途径均显示出较强的抗凝血活

性,尤其以口服效果最好。银耳多糖对凝血酶元时间无影响,但可明显延长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表明其可能是通过影响内源性凝血系统而发挥抗凝血作用。 

9 抗溃疡作用 
薛惟建等报道,银耳多糖 70mg/kg 可明显降低大鼠应激性溃疡的形成;165mg/kg 可促进

醋酸性胃溃疡的愈合,但其对胃酸分泌和胃蛋白酶活性无影响。 

10 抗突变作用 
周慧萍等报道,银耳多糖可对抗环磷酰胺引起的小鼠骨髓微核率增加,同时还可防止受照

射动物的淋巴细胞染色体发生畸变。 

11 修复胃黏膜 

1)有良好的成膜性，可以在胃壁的表面形成一层膜，保护粘膜免受胃酸及胃蛋白酶的侵

袭和酒精损伤； 

2)在红外光谱下具有和治疗胃病药褐藻酸钠相同的物质—D-甘露糖醛酸和 L-古罗糖醛

酸； 

3)可以在 PH 环境 3-9 的情况下保持稳定，在胃酸环境下其作用不变。 

12 润肠通便的作用 

1)平均分子量高达 80 万以上，其高分子成分不会被小肠吸收； 

2)稳定性实验证明，在 PH 值 3-9 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稳定； 

3)具有超越透明质酸的保水能力，可以期待高达 490 倍的保水性能。有软化大便，滋润

干燥大肠的效果； 

4)成分中含有 D－木糖等糖成分，可以为肠内的双歧杆菌利用，改善肠道益生菌的增殖

环境，防止便秘。 

13 减肥作用 
1)通过动物实验证明具有减肥效果； 

2)本身具有的包裹油脂的特性可以减少人体对油脂的吸收。 

14 美容养颜作用 

1)根据中国古代医书《千金要方》、《御药院方》、《太平圣惠方》的记载，天然胶质菌具

有“润泽肌肤”的功效，在唐宋时期即成为宫廷贡品，传说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

就把胶质菌作为口服的美容养颜珍品； 

2)体外实验证明银耳高分子异聚多糖可以明显提高皮肤角质形成细胞和皮肤成纤维

SOD 的活性，同时皮肤细胞的 MDA 明显降低。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银耳多糖的研究进展》，上海辉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官网 

 

银耳多糖来源于天然植物，在安全性方面有保障，加之其拥有上述诸多的药理、保健、美容

效用，未来在食品添加剂领域的应用十分可观。 

 

3. 竞争格局分散，并购整合成趋势 

3.1. 国内食品添加剂行业竞争格局及发展趋势 

由于食品添加剂种类众多，部分种类生产和销售的门槛较低，导致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

竞争格局较为分散。很大一部分企业存在生产规模小、产品单一、生产技术落后、市场竞争

力不强、经济效益差等诸多问题。 

 

我们根据 2013-2015 年平均营业收入规模对 A 股及新三板公司进行筛选，可以看到目前国

内规模较大的食品添加剂企业主要包括以下一些： 

 

表 6：国内规模较大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概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业务 
营业收入（万元） 

2013 2014 2015 平均 

600298.SH 安琪酵母 
酵母及深加工产品、生物制品、食品添加剂、豆制品、奶制

品、调味品、粮食制品的生产、销售。 
311938.13 365411.46 421336.03 366228.54 

600078.SH 澄星股份 
精细磷化工系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危

险化学品的生产、批发等。 
246019.04 259556.13 238772.65 248115.94 

002584.SZ 西陇科学 
主要从事化学试剂的研发、生产、销售,并从事部分化工原料、

原料药及食品添加剂等业务。 
223989.34 219793.58 251352.93 231711.95 

603027.SH 千禾味业 
从事酱油、食醋等调味品和焦糖色等食品添加剂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61264.92 65077.58 62358.60 62900.37 

000952.SZ 广济药业 
生产经营医药原料药、医药制剂、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

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各类药,所在行业为医药制造业。 
48708.04 48585.80 56035.55 51109.80 

835390.OC 瑞宝生物 公司从事食品添加剂(天然色素、单宁酸、复配食品添加剂)、 16764.03 25121.20 22985.12 216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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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辅料、饲料添加剂等植化产品的生产、销售和研发。 

002549.SZ 凯美特气 
以食品添加剂液体二氧化碳的生产及销售为主,并进行干冰

及其他工业气体的生产及销售。 
23241.48 26199.33 15183.97 21541.59 

834186.OC 健隆生物 

公司专业从事高品质、高规格黄原胶等生物胶体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健隆食品级黄原胶、健隆石油

级黄原胶、健隆医药精细化工级黄原胶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

于食品添加剂工业、医药工业、精细化工、石油钻采工业等

多领域。 

10157.75 16081.67 23574.05 16604.49 

836422.OC 润普食品 
钾盐、钠盐、钙盐等新型、安全、高档食品添加剂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 
12092.46 16786.74 17895.71 15591.64 

838223.OC 金维制药 

原料药(维生素 B12、甲钴胺、维生素 B2、腺苷钴胺)、饲料

添加剂(维生素(Ⅰ):维生素 B12)、食品添加剂(维生素 B12)、

维生素 B12 菌体蛋白研发、生产及销售。 

6106.17 13231.91 22187.73 13841.94 

834836.OC 一鸣生物 
本公司主要从事生物工程中食品添加剂及配料等产品的研

制。 
6787.03 9034.42 12967.16 9596.20 

430645.OC 中瑞药业 
主要从事原料药、药用辅料、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等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152.85 7145.68 7485.80 6928.11 

430507.OC 信达胶脂 

口香糖基础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主要是食品级松香甘油酯、食品包装用石蜡、食品级

萜烯树脂。公司产品应用于口香糖胶基行业、饮料行业、以

及果品、食品、药品外包装和添加剂行业。 

5640.93 6201.57 6170.17 6004.22 

832402.OC 辉文生物 
生物多糖、糖蛋白、蛋白聚糖及其他天然生物提取物的研发、

生产、销售。 
4254.45 5251.66 7431.56 5645.89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wind 

 

可以看到，以上规模较大的食品添加剂企业都各自专注于一些更加细分的领域，暂时没有出

现整个行业的寡头企业。针对行业格局分散的问题，上海市食品添加剂行业协会副会长万剑

啸曾提出“并购是食品添加剂发展的趋势”，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表 7：并购整合成我国食品添加剂行业发展趋势的原因 

原因 说明 

行业竞争激烈 
食品添加剂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单个小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有限，未来年销售额在 5000

万元以下的食品添加剂企业将被迫离开市场，或并入其他更有实力的企业之中。 

税收政策完善 
随着国家税收政策的完善和执法力度的加大，偷税和漏税的行为将大大减少，一些原来在税收

方面钻法律空子的小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形势，其发展空间将逐步萎缩。 

政府打击劣质产品 

一些小的食品添加剂企业由于创新能力有限，其产品往往没有竞争力，为了在市场上分得一杯

羹，往往偷工减料，以低劣的品质和极低的价格来参与市场竞争，这不仅破坏了正常的行业秩

序，也危害了食品安全质量和健康。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和消费者的健康，政府部门将采取更加

切实有效的措施，严厉打击这些不法企业，同时会提高食品添加剂生产和销售的准入门槛。从

食品安全角度考虑，一些技术力量不强、无核心竞争力的中小食品添加剂企业要么转行，要么

被兼并或收购。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工业资讯 

 

我国《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也曾提出：加快产业整合，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

等手段，提高产业集中度，改变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企业规模小、产业布局分散的局面，

加快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效益化方向发展。 

 

3.2. 国外案例参考——食品添加剂国际巨头 DANISCO 

丹尼斯克（Danisco）集团是全球领先的食品添加剂生产商，在中国有数家独资、合资工厂，

生产销售乳化剂、复配功能性添加剂、香精、亲水胶体、天然保鲜剂、抗氧化剂、酶制剂、

酸奶及益生菌种、功能性甜味剂等。 

 

丹尼斯克（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 22 日，丹麦外商独资企业，是世界上最大

的食品添加剂公司——丹麦斯克科特公司的子公司，也是目前亚洲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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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生产、销售、科研，开发一体化公司。公司投资总额 2570 万美元，注册资本 1100

万美元，1999 年 5 月 28 日竣工投产，丹麦王子亲自前来昆山庆贺。 

 

图 12：DANISCO 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百度百科，referenceforbusiness，网易新闻 

 

DANISCO 在食品添加剂领域的产品系列十分丰富，涵盖了组织改良剂、甜味剂及一些特殊

产品。其产品应用领域也十分广泛，焙烤、饮料、糖果、调味品等领域都有涉及。 

 

图 13：DANISCO 食品添加剂产品  图 14：不同工业使用的 DANISCO 产品系列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百度文库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参考 DANISCO 发展历程及其现状可以看到，并购整合是在食品添加剂这一产业做大做强的

有效途径之一。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手段，提高产业集中度将有利于我国食品添加剂产

业的发展。 

 

4. 空间巨大，百亿级别市值可期 

从国内市场来看，A 股上市食品添加剂公司总市值均值为 75.22 亿元，PE（TTM）剔除负值

后的均值为 84.31X；从国际市场来看，国际食品添加剂巨头 Danisco 曾在 2011 年被杜邦公

司以 63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换算成人民币后估值在 400 亿元左右。 

 

表 8：A 股及国际巨头食品添加剂公司估值情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市值(亿元） PE（TTM） 

000952.SZ 广济药业 52.46 31.72 

002549.SZ 凯美特气 62.48 - 

格林斯德公司成立，生产有机化学制品

至1939年，格林斯德完成转型，生产食用乳化剂、香精原料与化学

品、酶制剂等

丹麦糖业集团、丹麦蒸馏酒公司和格林斯德合并，组建成立丹尼

斯克集团

收购著名食品香料生产厂科特（Cultor）公司，同年在中国建厂

收购购佛罗里达(Florida)香精公司，同年收购澳洲粮油旗下的

G erm antow n公司

收购香精公司百丽珑（Perlarom ）

收购罗地亚（Rhodia）的食品配料部

并购世界最大的工业用酶开发商和制造商之一杰能科（G enencor）

美国化工巨头杜邦以63亿美元收购丹尼斯克92.2%股份

1924

1930

1989

1998

2000

2002

2004

200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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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84.SZ 西陇科学 92.93 93.04 

600078.SH 澄星股份 46.51 198.24 

600298.SH 安琪酵母 140.51 29.96 

603027.SH 千禾味业 56.43 68.58 

平均 75.22 84.31 

- Danisco 
2011 年杜邦公司支付 63 亿美

元收购丹尼斯克公司。 
-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网易新闻 

 

可见，食品添加剂行业公司估值空间巨大。未来，随着我国行业整合的进行以及行业集中度

的提升，将有望产生估值数百亿元的食品添加剂巨头。也正因如此，现阶段具有增长潜力的

食品添加剂公司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值得挖掘和关注。 

 

5. 新三板优质标的推荐——辉文生物（832402.OC） 

5.1. 公司简介——享银耳多糖全球独家专利，领跑“生物科技+” 

辉文生物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创新开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生物医药、化妆品和保健品的

核心功能物质及中间体，利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手段，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各类多糖、

糖蛋白、植物源性功效化合物。公司通过研发生物科技创新材料，应用于各细分消费品领域，

帮助终端用户提高其产品的附加价值并提供解决方案，最终满足市场消费升级需求，是一家

“生物科技+”企业。 

 

公司明星产品银耳多糖由公司独立创新研发，具有全球独家专利。目前，公司正在拓展银耳

多糖在食品添加剂领域的应用。正如前文所介绍的，银耳多糖天然健康、用途广泛，未来在

食品领域应用前景十分可观。 

 

5.2. 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银耳多糖、海洋生物提取物、其他植物提取物和果汁饮品等。其中果汁饮

品占比较少，核心产品银耳多糖收入占比逐年上升，至 2015 年末已接近 40%。 

 

图 15：辉文生物产品体系  图 16：2012-2015 年各产品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公开转让说明书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公司销售的银耳多糖是从银耳中提取的异聚酸性粘多糖，属于大分子生物活性物质，具有类

透明质酸和胶原蛋白的功效，有良好的细胞修复功能、成膜性、润滑性，具有保湿、润滑、

乳化、增稠等功效，可广泛应用于高端护肤品、食品改良剂、保健食品中，也可应用于滴眼

液、关节润滑剂、胃粘膜保护产品等领域及烟草、白酒等特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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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公司银耳多糖应用领域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公司路演资料 

 

公司银耳多糖产品具体技术特性如下表所示： 

表 9：公司银耳多糖产品技术特性 

技术特性 说明 

来源纯天然、安全性高 

公司银耳多糖产品原料系品质优良的纯天然银耳，银耳作为传统的药食两用品，在我国

广泛种植，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脂肪和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及肝糖。相对于透明质

酸普遍采用的动物组织原料，银耳多糖原料不易受疯牛病等病毒影响，更具有天然性、

安全性。 

创新提取工艺 

公司具备自主发明专利“银耳杂多糖及其提取物、纸杯方法和用途”，通过搅拌、过滤、

配比、沉淀、干燥等多道萃取工序，快速提取银耳中的高纯度大分子多糖，提取的银耳

多糖产品高分子含量、粘度、透光率、亲水性等指标均达到较高水平。 

高保湿性能 

根据发表于《安徽农业科学》2012 年第 26 期的《银耳多糖与透明质酸的保湿性能比较》

一文，添加 0.05%的银耳多糖的产品的保湿效果已经优于添加 0.02%透明质酸的产品，

添加 0.10%的银耳多糖在该研究所述配方体系中可以达到最佳的保湿效果。 

附加效应 

除保湿功能外，由于银耳多糖为银耳的主要活性成分，该产品作为护肤品补充剂使用，

还可以增强润滑感，并起到抗氧化衰老、抗过敏、增稠稳定等功能；作为保健食品或药

品的补充剂使用，可改善便秘、起到排毒养颜美容等效果，但上述效果因下游厂商实际

添加量的不同而不同。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公开转让说明书 

 

5.3. 公司竞争优势 

表 10：辉文生物竞争优势 

公司竞争优势 详情 

独家专利保证产品唯一性 

公司的明星产品银耳多糖具有全球独家专利，由公司独立创新研发，通过全方位的发明

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并成功注册国内外化妆品原料名录，具有唯一性。目前公司银耳多

糖产品已获得 1 项国际专利和 3 项中国专利 

“自主研发+技术合作”

升华技术优势 

公司在技术积累上既有自主研发，也有对外技术合作。在食品领域，公司与三井物产、

八重垣发酵技研就银耳多糖应用于保健品领域技术的开发开展合作；就制定银耳多糖应

用于面包改良剂领域的技术标准和解决方案与 UNITECFOODS 开展技术合作；签约日

本著名烘焙、面包制作专家平友治先生，出任辉文生物面包改良剂研发顾问；签约江南

大学开展银耳多糖应用于酒类产品的技术合作。 

高端客户全覆盖，先发

优势、品牌效应明显 

目前，公司市场和技术合作覆盖宝洁、强生、欧莱雅、资生堂、雀巢、三得利等近 52 家

国内外一线品牌，近 300 家行业龙头企业。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公开转让说明书 

 

5.4. 未来发展看点——构建食品领域综合提案平台 

目前，公司核心产品银耳多糖已开始进入食品领域，如烘焙行业。截至 2016 年上半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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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食品领域已与 8 家销售商达成战略合作，基本完成全国的销售通路布局。2016 年上半

年公司食品原料营业收入为 2,841.92 万元，去年同期为 1,803.68 万元，同比增加 57.6%，

增长十分迅速。 

 

公司依托多年来原料生产、技术研发方面的积累，已经形成较为专业的技术配料知识体系。

公司将灵活使用现有的业务网络，力争构建大食品领域的“综合提案”平台，从“色香味形

健康”五大方面，为食品生产厂商提供专业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产品在食品领域的应用

十分广泛，具体方向如下图所示，其中烘焙领域的面包改良剂有望成为公司近两年最快落地

的项目。 

 

图 18：打造技术配料解决方案提供专家  图 19：大食品领域“综合提案”平台构建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公司路演资料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公司路演资料 

 

公司以银耳多糖为主的产品性能优良、天然健康，加之与日本 UTFC 等专业食品解决方案提

供商有技术合作，在食品技术配料方案提供上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5.5. 公司财务概览 

表 11：辉文生物财务概览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上半年 

营业总收入（万元） 4,254.45 5,251.66 7,431.56 4,553.79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29.33 23.44 41.51 60.05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万元） -78.73 410.21 1,316.56 663.77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率（%） -113.83 621.03 220.95 188.76 

销售毛利率（%) 36.99 36.35 41.21 28.62 

每股净收益（摊薄）（元） -0.06 0.26 0.62 0.29 

净资产收益率（摊薄）（%) -3.71 12.3 16.08 7.49 

总资产报酬率（%) 0.97 9.42 17.55 5.84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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