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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合成生物应用，有望在新材料领域做

大做强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核心观点：公司是一家以合成生物学等学科为基础，利用生物制造技术从事

新型生物基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聚焦于聚酰胺产

业链，储备产品生物基戊二胺及聚酰胺有望成为盈利增长点。公司募集资金

将进一步扩大聚酰胺产品线规模，未来将进一步延伸聚酰胺产业链，我们认

为公司有望通过生物技术手段在新型材料领域做大做强。 

 2016-2020H1 公司维持较高毛利率水平。2016-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从 9.29

亿元增长至 19.16 亿元，复合增速为 27.3%；归母净利润从 1.45 亿元增长至

4.79 亿元，复合增速为 48.9%；2017-2020H1 期间公司毛利率水平基本维持

在 43%-45%水平。2020H1，受国内外疫情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93 亿

元，同比-28.49%；实现归母净利润 2.06 亿元，同比-18.58%。 

 DC 单体贡献主要收入利润。2019 年公司实现收入 19.16 亿元，毛利 8.55

亿元，其中 DC 单体分别贡献 85%、89%。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为生物法长链

二元酸系列产品，包括九碳到十八碳的各种链长二元酸，目前主要以 DC12、

DC13 为主。 

 聚焦聚酰胺产业链，生物基戊二胺及聚酰胺有望提供增长点。公司将自产生

物基戊二胺应用于生产聚酰胺，可应用于服装、电子电器、汽车零部件等领

域。目前公司生物基聚酰胺及其单体戊二胺少量由金乡中试线研发试制和乌

苏工厂的产品对外出售试生产所产。2017-2019 年其销售金额分别为 509、

3019、5806 万元，由于该产品目前为研发活动或试生产中产生，其对外销售

并未体现在主营业务收入当中。作为公司的重要储备产品，我们认为其正式

投产后有望成为公司未来重要的业绩增长点。 

 募集资金扩大聚酰胺产业链规模。IPO 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将用于 4 万吨/年生

物法癸二酸项目、生物基聚酰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 万吨/年长链二元酸和

2 万吨长链聚酰胺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以上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产品产

能为 7.5 万吨生物法长链二元酸（DC12、DC13 为主）、4 万吨生物法癸二酸、

5 万吨生物基戊二胺、10 万吨通用型聚酰胺、2 万吨高性能长链聚酰胺，聚

酰胺产品线及产能明显扩张。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45

亿元、6.62 亿元和 8.34 亿元，EPS 分别为 1.07、1.59、2.00 元。参考可比

公司估值，我们给予其 2021 年 68-72 倍 PE，对应合理价值区间

108.12-114.48 元，首次覆盖给予“优于大市”评级。 

 风险提示：产品价格大幅波动；项目投产进度不达预期等。 

主要财务数据及预测 

[Table_FinanceInfo]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百万元) 1757 1916 1816 2614 3346 

(+/-)YoY(%) 28.9% 9.1% -5.2% 44.0% 28.0% 

净利润(百万元) 466 479 445 662 834 

(+/-)YoY(%) 40.1% 2.7% -7.0% 48.7% 25.9% 

全面摊薄 EPS(元) 1.12 1.15 1.07 1.59 2.00 

毛利率(%) 43.5% 44.6% 44.3% 44.9% 44.4% 

净资产收益率(%) 14.8% 10.3% 4.2% 5.9% 6.9%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2018-2019），海通证券研究所 

备注：净利润为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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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先的生物制造新型材料企业。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合成生物学等学科为基础，利用生物制造技

术从事新型生物基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目前实现商业化生产的产品主要聚焦聚酰胺产业链，为

生物基聚酰胺以及可用于生物基聚酰胺生产的原料，包括 DC12（月桂二酸）、DC13（巴西酸）等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系列

产品和生物基戊二胺。公司生产的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系列产品、生物基戊二胺及生物基聚酰胺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

电器、纺织、医药、香料等多个领域，公司与杜邦、艾曼斯、赢创、诺和诺德等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表 1 凯赛生物业务布局 

产品名称 概念 意义 用途 

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系列

产品 

通常是指碳链上含有十个及以上碳原

子的脂肪族二元羧酸，重要精细化工中

间体 

传统上主要通过化学法生产，公司采用

生物法，具有产品种类更丰富、成本更

低及更环保等优势 

主要用于高性能长链聚酰胺、香料、热

熔胶、润滑油、耐寒增塑剂、粉末涂料 

生物基戊二胺 

赖氨酸在脱羧酶的作用下发生脱酸反

应产生的化合物，可作为聚酰胺及其他

化工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 

国内聚酰胺行业（特别是聚酰胺 66）

长期受到欧美企业对原材料供应的限

制，公司实现该产品规模化生产，有望

打破进口垄断 

可作为聚酰胺 56、聚酰胺 5X 及其他化

工生产合成过程的原料，目前阶段以内

部使用为主，作为公司生物基聚酰胺生

产单体，部分提供给下游客户进行应用

开发 

生物基聚酰胺 

聚酰胺俗称尼龙，是大分子主链重复单

元中含有酰胺基团的高聚物的总称。最

初用作制造纤维的原料，后来由于具有

强韧、耐磨、自润滑、使用温度范围宽

等优点，也成为目前工业中应用广泛的

一种工程塑料 

公司用生物基戊二胺和各种二元酸聚

合，开发生物基聚酰胺系列产品 

以聚酰胺 56 为代表的生物基聚酰胺系

列产品经国内外用户试用和认可，预计

可广泛应用于纺织、工程材料等领域 

 

资料来源：凯赛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海通证券研究所 

2016-2020H1 公司维持较高毛利率水平。2016-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从 9.29 亿元增长至 19.16 亿元，复合增速为 27.3%；

归母净利润从 1.45 亿元增长至 4.79 亿元，复合增速为 48.9%；2017-2020H1 期间公司毛利率水平基本维持在 43%-45%

水平。2020H1，受国内外疫情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93 亿元，同比-28.49%；实现归母净利润 2.06 亿元，同比-18.58%。 

图1 凯赛生物营业收入及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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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 凯赛生物归母净利润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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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DC 单体贡献主要收入利润。2019 年公司实现收入 19.16 亿元，毛利 8.55 亿元，其中 DC 单体分别贡献 85%、89%。除

DC 单体外，公司混合酸 2019 年贡献收入、毛利分别为 8%、10%。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为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系列产品，包

括九碳到十八碳的各种链长二元酸，目前主要以 DC12、DC13 为主。 

图3 凯赛生物营业收入构成（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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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 凯赛生物毛利构成（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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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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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酰胺产业链，生物基戊二胺及聚酰胺有望提供增长点。公司将自产生物基戊二胺应用于生产聚酰胺，可应用于服装、

电子电器、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目前公司生物基聚酰胺及其单体戊二胺少量由金乡中试线研发试制和乌苏工厂的产品对外

出售试生产所产。2017-2019 年其销售金额分别为 509、3019、5806 万元，由于该产品目前为研发活动或试生产中产生，

其对外销售并未体现在主营业务收入当中。作为公司的重要储备产品，我们认为其正式投产后有望成为公司未来重要的业

绩增长点。 

募集资金扩大聚酰胺产业链规模。IPO 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将用于 4 万吨/年生物法癸二酸项目、生物基聚酰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3 万吨/年长链二元酸和 2 万吨长链聚酰胺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以上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产品产能为 7.5 万吨

生物法长链二元酸（DC12、DC13 为主）、4 万吨生物法癸二酸、5 万吨生物基戊二胺、10 万吨通用型聚酰胺、2 万吨高

性能长链聚酰胺，聚酰胺产品线及产能明显扩张。 

表 2 凯赛生物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总投资规模（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实施主体 

凯赛（金乡）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4

万吨/年生物法癸二酸项目 
171102.00 171102.00 金乡凯赛 

生物基聚酰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789.00 20789.00 金乡凯赛 

凯赛（乌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

产 3 万吨长链二元酸和 2 万吨长

链聚酰胺项目 

148718.90 78000.00 乌苏技术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 

合计 540609.90 469891.00 / 
 

资料来源：凯赛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海通证券研究所 

不断完善聚酰胺产业链。公司在聚焦聚酰胺产业链基础上将进一步向下游聚酯酰胺 PETA 延伸，计划与下游客户合作构建

循环经济一体化产业园，通过不断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布局，并持续关注行业整合升级机会，使公司在行业中占

据更有利的竞争地位。 

图5 凯赛生物聚酰胺产业链布局 

 

资料来源：凯赛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海通证券研究所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45 亿元、6.62 亿元和 8.34 亿元，EPS 分别为 1.07、

1.59、2.00 元。参考可比公司估值，我们给予其 2021 年 68-72 倍 PE，对应合理价值区间 108.12-114.48 元，首次覆盖

给予“优于大市”评级。 

盈利预测主要假设： 

（1）假设 4 万吨/年癸二酸项目于 2022 年投产并释放部分产量； 

（2）假设 5 万吨生物基戊二胺、10 万吨通用型聚酰胺项目于 2021 年投产并逐步贡献收入； 

（3）假设 2020-2022 年长链二元酸销量分别为 4.6、6.4、8.0 万吨，盈利水平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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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凯赛生物分业务盈利预测 

 2019 2020E 2021E 2022E 

DC 单体     

营业收入（万元） 162169  149040  218025  275310  

营业成本（万元） 86194  78991  115553  145914  

毛利率 46.85% 47.00% 47.00% 47.00% 

混合酸     

营业收入（万元） 14937  16560  24225  30590  

营业成本（万元） 6286  7121  10417  13154  

毛利率（%） 57.92% 57.00% 57.00% 57.00% 

其他（包括聚酰胺产品）     

营业收入（万元） 14513  15965  19157  28736  

营业成本（万元） 13625  15007  18008  27012  

毛利率（%） 6.12% 6.00% 6.00% 6.00% 

合计     

营业收入（万元） 191620  181565  261407  334636  

营业成本（万元） 106104  101119  143978  186080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表 4 可比公司盈利预测 

 全面摊薄 EPS（元） PE（倍，以 2020.9.17 收盘价作为股价） 

 2019 2020E 2021E 2019 2020E 2021E 

华熙生物 1.22  1.45  1.97  100.00  84.14  61.93  

三友医疗 0.64  0.58  0.86  89.88  99.17  66.88  

特宝生物 0.18  0.26  0.62  276.67  191.54  80.32  

平均 0.68  0.76  1.15  155.51  124.95  69.71  
 

资料来源：Wind 一致预期，海通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产品价格大幅波动；项目投产进度不达预期等。



                                                  公司研究〃凯赛生物（688065）5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财务报表分析和预测 
[Table_ForecastInfo] 主要财务指标 2019 2020E 2021E 2022E  利润表（百万元） 2019 2020E 2021E 2022E 

每股指标（元）      营业总收入 1916 1816 2614 3346 

每股收益 1.15 1.07 1.59 2.00  营业成本 1061 1011 1440 1861 

每股净资产 11.14 25.55 27.14 29.14  毛利率% 44.6% 44.3% 44.9% 44.4% 

每股经营现金流 0.86 1.45 1.60 2.08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 17 24 31 

每股股利 0.00 0.00 0.00 0.00  营业税金率% 0.9% 0.9% 0.9% 0.9% 

价值评估（倍）      营业费用 84 82 118 151 

P/E 93.01 100.01 67.27 53.42  营业费用率% 4.4% 4.5% 4.5% 4.5% 

P/B 9.60 4.18 3.94 3.67  管理费用 132 125 180 231 

P/S 20.92 24.53 17.04 13.31  管理费用率% 6.9% 6.9% 6.9% 6.9% 

EV/EBITDA -0.10 66.46 47.24 38.02  EBIT 531 494 727 913 

股息率% 0.0% 0.0% 0.0% 0.0%  财务费用 -1 9 5 5 

盈利能力指标（%）      财务费用率% 0.0% 0.5% 0.2% 0.1% 

毛利率 44.6% 44.3% 44.9% 44.4%  资产减值损失 -1 0 0 0 

净利润率 25.0% 24.5% 25.3% 24.9%  投资收益 5 5 7 9 

净资产收益率 10.3% 4.2% 5.9% 6.9%  营业利润 589 524 779 981 

资产回报率 8.0% 3.8% 5.2% 6.0%  营业外收支 -33 0 0 0 

投资回报率 9.2% 3.9% 5.4% 6.3%  利润总额 556 524 779 981 

盈利增长（%）      EBITDA 648 624 872 1079 

营业收入增长率 9.1% -5.2% 44.0% 28.0%  所得税 77 79 117 147 

EBIT 增长率 8.8% -7.0% 47.2% 25.6%  有效所得税率% 13.9% 15.0% 15.0% 15.0% 

净利润增长率 2.7% -7.0% 48.7% 25.9%  少数股东损益 0 0 0 0 

偿债能力指标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79 445 662 834 

资产负债率 22.4% 9.4% 11.3% 12.6%       

流动比率 2.60 10.16 7.87 6.57       

速动比率 1.72 9.11 6.80 5.49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19 2020E 2021E 2022E 

现金比率 0.35 7.37 5.47 4.39  货币资金 366 5978 6224 6400 

经营效率指标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233 219 315 403 

应收帐款周转天数 29.29 29.00 29.00 29.00  存货 830 776 1104 1427 

存货周转天数 285.57 280.00 280.00 280.00  其它流动资产 1277 1267 1305 1341 

总资产周转率 0.32 0.15 0.21 0.24  流动资产合计 2706 8240 8948 9572 

固定资产周转率 1.47 1.24 1.57 1.64  长期股权投资 60 60 60 60 

      固定资产 1305 1459 1666 2041 

      在建工程 1598 1655 1700 1786 

      无形资产 231 264 291 360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19 2020E 2021E 2022E  非流动资产合计 3275 3518 3798 4328 

净利润 479 445 662 834  资产总计 5982 11758 12747 13900 

少数股东损益 0 0 0 0  短期借款 178 0 0 0 

非现金支出 109 130 145 16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47 699 996 1287 

非经营收益 -24 4 -3 -5  预收账款 15 15 21 27 

营运资金变动 -204 27 -136 -128  其它流动负债 100 97 120 143 

经营活动现金流 360 606 669 867  流动负债合计 1040 811 1137 1456 

资产 -509 -373 -425 -696  长期借款 80 80 80 80 

投资 -10 0 0 0  其它长期负债 220 220 220 220 

其他 -688 5 7 9  非流动负债合计 300 300 300 300 

投资活动现金流 -1207 -368 -418 -686  负债总计 1340 1111 1437 1756 

债权募资 562 -178 0 0  实收资本 375 417 417 417 

股权募资 1000 42 0 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642 10648 11310 12144 

其他 -512 5510 -5 -5  少数股东权益 0 0 0 0 

融资活动现金流 1050 5374 -5 -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5982 11758 12747 13900 

现金净流量 202 5612 246 176       

备注：（1）表中计算估值指标的收盘价日期为 09 月 17 日；（2）以上各表均为简表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2019），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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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和信息均

来自市场公开信息，本人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结论

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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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tocks] 重点研究上市公司： 皇马科技,梅花生物,恒力石化,滨化股份,上海石化,苏博特,东华能源,德美化工,浙江龙盛,通源石油,东方盛虹,桐昆

股份,中石化冠德,飞凯材料,石大胜华,海油发展,中国石化,卫星石化,万顺新材,金石资源,华锦股份,中油工程,新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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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1. 投资评级的比较和评级标准： 

以报告发布后的 6 个月内的市场表现

为比较标准，报告发布日后 6 个月内

的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跌幅

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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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以海通综指为基准；香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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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评  级 说  明 

股票投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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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10%与 1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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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本报告仅供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在任何情况下，

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

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

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材料及结论只提供特定客户作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

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海通证券及其所属

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未经海通证券研究所书面授权，本研究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

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

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如欲引用或转载本文内容，务必联络海通证券研究所并获得许可，并需注明出处为海通证券研究所，且

不得对本文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和删改。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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