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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B1涨价提升业绩，增发募资谋求异

地扩张 

——兄弟科技（002562）事件点评 

  2014 年 11月 20日 

 推荐/维持  

 兄弟科技 事件点评 
 

事件： 

11 月 18 日兄弟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从即

日起开始停牌。另外，从今年 4 月以来公司主要产品之一维生素

B1 进入涨价通道，其价格从 108 元/公斤涨至 185 元/公斤，涨幅

71.3%。 

主要观点： 

1．非公开发行助力公司异地扩张 

兄弟科技以铬鞣剂起家，下游主要是皮革制造行业，之后公司陆续

投产维生素 K3、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3，进入原料药、饲料领域。

由于公司海宁总部受周围环境限制，无法满足公司持续发展的要

求，公司开始寻求异地扩张。目前公司已经在江苏大丰建立了生产

基地，主要生产维生素 B1 等产品。今年 6 月，公司与江西彭泽县

政府签署合同，计划在彭泽投资 50 亿元（首期 12 亿元），发展精

细化工、医药化工等项目。截至到今年 3 季度末，公司股东权益

8.1 亿元，总资产 11.7 亿元，因此要实现在彭泽的投资，公司亟

需从资本市场获得融资。预计公司非公开发行将在 2015 年中期完

成，届时公司新项目的投资进度将加快，公司有望进入新的快速增

长周期。 

2、供需结构改善，维生素 B1 扭亏为盈 

维生素 B1 属于小品种维生素，全球每年的消费量在 8000 吨左右。

在维生素 B1 领域，主要生产商包括兄弟科技、江西天新制药、湖

北华中制药和帝斯曼。其中兄弟科技维生素 B1 产能约 2000 吨，江

西天新和湖北华中维生素 B1 产能均为 4000 吨。整体来看，维生素

B1 产能大于需求，这也是 2014 年 1 季度之前维生素 B1 价格低迷，

生产企业大面积亏损的主要原因。今年 4 月江西天新的维生素 B1

装臵由于环保等因素生产受到影响，并于 7 月中旬开始停产检修 1

个月。于此同时，维生素 B1 的出口量出现同比增长，其中 5、6

月出口量分别为 613 吨和 609 吨，同比增长 17%和 19%。在供应受

限和出口增长的双重推动下，维生素 B1 价格上升，4 月报价在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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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斤左右，到 11 月报价涨至 185 元/公斤。由于目前行业竞争格局稳定，市场集中度高，我们预计未来 1

年维生素 B1 价格仍将维持高位，生产企业将扭亏为盈。 

图 1：维生素 B1 价格大幅走高  图 2：维生素 B1 出口同比增长明显 

 

 

 

资料来源：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公司维生素 B1 毛利率有望升至 20%左右。过去 2 年激烈的竞争导致维生素 B1 行业全面亏损，兄弟科技的维

生素 B1 业务从 2012 年下半年开始陷入亏损，今年上半年毛利率低至-16.4%。涨价后维生素 B1 的毛利率有

望恢复到 20%左右。涨价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已经在 3 季报中体现，3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1700 万元，较 2

季度增长约 500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100 万元。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4 季度公司业绩将继续保持环比

增长。 

图 3：下半年维生素 B1 毛利率将大幅回升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东兴证券研究所  

 

3、铬鞣剂成本下降，盈利好转 

铬鞣剂收入规模小幅下降，毛利率出现回升。受到下游皮革行业景气度下降的影响，2013 年以来公司铬鞣剂

的收入规模出现小幅下降。2014 年上半年公司铬鞣剂业务收入 1.04 亿元，同比下降约 18%。但是铬鞣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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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原料价格大幅回落，其毛利率反而回升至 17%左右，同比上升约 15 个百分点。目前公司铬鞣剂产能约 45000

吨，在行业中具有规模和技术优势。此外，公司采用铬鞣剂和维生素 B3 联产工艺，有效降低了成本。 

图 4：铬鞣剂收入规模小幅下降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4、财务费用下降，走出收购失败阴影 

公司上半年扭亏为盈，财务费用下降是主要原因之一。上半年公司财务费用为-120 万元，去年同期为 2037

万元，财务费用下降主要因为公司收购中华化工失败后大幅减少了拆借资金和长期负债，使得公司从 2013

年 2 季度开始利息支出大幅下降。明年公司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资金实力将进一步加强。 

 

结论： 

整体而言，公司在铬鞣剂、维生素 K3、B1 等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受制于下游皮革行业的景气度较低，

导致公司 2012 年开始业绩下滑。另外，收购中华化工失败也使公司在经营上走了一段弯路，影响了公司正

常的发展。从今年前 3 季度的情况看，公司已经重新回到发展的正轨上来。维生素 B1、B3 和铬鞣剂的毛利

率均明显回升，财务费用大幅下降。可以预见，今年是公司业绩反转的一年。此时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将

助力公司未来几年的成长。预计公司 2014-2016 年 EPS 分别为 0.21 元，0.33 元和 0.50 元。当前 PE 分别为

67.3 倍，42.8 倍和 28.3 倍，维持”推荐”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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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盈利预测表 

 指标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元） 775 784 790 885 1,085 

(+/-)% 24.80% 1.16% 0.77% 12.03% 22.60% 

经营利润（百万元） -59 10 52 85 135 

(+/-)% -195.16% 116.95% 420.00% 63.46% 58.82% 

净利润（百万元） -57 18 45 70 107 

(+/-)% -211.76% 131.58% 150.00% 55.56% 52.86% 

每股净收益（元） -0.27 0.08 0.21 0.33 0.50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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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由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撰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具有

合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机构。本研究报告中所引用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

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

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

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投

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我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

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

相关服务。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东兴证券研究所，且

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研究报告仅供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和经本公司授权刊载机构的客户使用，

未经授权私自刊载研究报告的机构以及其阅读和使用者应慎重使用报告、防止被

误导，本公司不承担由于非授权机构私自刊发和非授权客户使用该报告所产生的

相关风险和责任。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强烈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回避：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看淡：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