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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 300 市盈率 TTM 12.4 
 

 

相关研究 

[Table_Report]  1. 农药行业：蝗虫成灾，利好杀虫剂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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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工行业周观点（2.10-2.14）：海外维

生素价格整体大涨，看好 VE、生物素

价格趋势上涨  (2020-02-14) 
 

 

[Table_Summary]  具备涨价基因的维生素小品种“生物素” 

生物素属于维生素，80%用于饲料添加剂，对提升饲料利用效率、改善畜产品

质量、防治生长疾病有重要作用。生物素在饲料当中成本占比极其微小，因此

下游饲料对生物素涨价相对不敏感，一旦供需失衡往往价格会有很大涨幅。从

2006 年开始，生物素完整经历了 5 轮涨价周期，2019 年 10 月是第 6 轮周期

起点，2%生物素已从 56 元/kg 上涨至 325 元/kg，涨幅达 475%，本轮涨价有

望继续超预期。 

 本轮生物素行情启动分析 

2018 下半年第 5 轮生物素涨价周期步入尾声，行业供给逐步恢复，生物素盈

利大幅下滑，2019 年进入消化库存阶段，低盈利倒逼高成本企业限产。与此

同时，2019 年供给端突发外部因素带来强化版去库存周期，合计共 40%供给

受限：1）2018 年 DSM 对安徽泰格生物素产品提起专利诉讼，受此影响目前

安徽泰格基本无供应；2）2019 年 3 月江苏响水园区事故，加上环保持续收紧，

海嘉诺、浙江医药停产；3）2019 年科兴生物搬迁，工厂停工。2018 年 6 月

生物素价格进入底部 50-60 元/kg 并徘徊长达 15 个月，库存消化较为彻底，随

着海外购货紧张，2019 年 10 月生物素价格启动，从 55 元/kg 上涨至节前 170

元/kg，涨幅达 200%。 

 复工推迟加剧供需矛盾，饲料需求企稳回升可期 

2019 年限制供给的外部因素仍未解除，且节前生物素供需缺口已经存在的背

景下，突发疫情因素进一步扰乱生物素市场，激化供需矛盾：1）复工推迟，

能够正常供应的企业新和成、圣达生物复工推迟，而占比 80%的海外需求未受

疫情影响，让原本极低的库存雪上加霜；2）海嘉诺、浙江医药复工进度、科

兴生物搬迁进度都受到影响推迟，限制供给的外部因素将持续；3）硫代乙酸

钾是生物素重要原料，湖北一家主要供应商受疫情影响复工时间大概率推后，

目前市场库存低位。需求端，中央 1 号文提出确保 2020 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基

本恢复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国内生猪产能初步呈现向好迹象，根据农业部对

全国 400 个县定点监测，2019 年 11 月生猪存栏环比增长 2%，能繁母猪存栏

环比增长 4%，2020 年猪饲料需求回升可期。我们认为生物素供给修复整体推

迟，而下游国外需求不变、国内饲料需求将先于生物素恢复，在原本供需出现

缺口的情况下，矛盾进一步升级，节后价格从 170 元/kg 上涨至 325 元/kg，本

轮生物素景气周期的高度有望持续超出市场预期。 

 相关标的业绩弹性：新和成、圣达生物是全球生物素前 2 大厂商，两者生物素

(2%)产能分别为 7500、5000 吨/年，目前均已开工，生物素价格上涨 50 元/kg，

新和成、圣达生物业绩分别增厚 2.82 亿元、1.88 亿元。 

 风险提示：饲料需求不及预期；生物素新进入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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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素历史价格复盘 

从 2006 年开始，生物素完整经历了 5 轮涨价周期，2019 年 10 月是第 6 轮周期起点。

生物素历史最高价是 2008 年的 330 元/kg，截至 2 月 20 日生物素价格 325 元/kg。 

六轮涨价周期：2007.8-2009.6，2011.4-2013.3，2014.7-2015.10，2016.3-2017.1，

2017.7-2018.6，2019.9 至今。 

表 1：生物素涨价周期统计（截至 2020.2.20） 

涨价周期 持续时间(月) 见顶前(月) 见顶后(月) 前后比 最高价(元/kg) 涨价幅度 

2007.8-2009.6 22 10 12 0.83 330 297% 

2011.4-2013.3 23 7 16 0.44 170 126% 

2014.7-2015.10 15 5 11 0.45 125 76% 

2016.3-2017.1 10 2 8 0.25 90 50% 

2017.7-2018.6 12 4 8 0.50 225 233% 

2019.9 至今 5+    325+ 475%+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1：生物素价格走势（元/kg）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目前 80%的生物素用于饲料添加剂，饲料添加剂是配合饲料的重要成分，占比小但功能

性强，对提升饲料利用效率、改善畜产品质量、防治生长疾病有重要作用，生物素在当中成

本占比极其微小，因此下游饲料对生物素涨价相对不敏感，一旦供需失衡往往价格会有很大

涨幅。同时生物素技术壁垒高，不易出现新进入者，供给受限企业恢复生产需要时间，生物

素从投料到出产品需要 1 个月时间，因此生物素涨价周期具有一定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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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轮生物素行情启动原因 

2.1 供给受限因素叠加，强化生物素去库存周期 

2002 年中国攻克“生物素非对称合成工艺”难关，随后全球生物素产业向中国转移，

目前全球生物素产量基本都由中国贡献，主要生产企业有新和成、圣达生物、海嘉诺、浙江

医药、科兴生物和安徽泰格。 

图 2：生物素行业竞争格局  图 3：生物素企业出口份额比重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西南证券整理 

2018年全球生物产能约 400吨(折合纯品，下同)，产量 295万吨，2018年同比增长 4.55%，

过去 5 年复合增速 5.62%。受环保等因素影响供给受限，2018 年中国生物素产量 295 吨，

同比下降 7.52%。 

图 4：2000-2018 年生物素供需（吨）  图 5：生物素产量和需求增速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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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下半年第 5 轮生物素涨价周期步入尾声，行业供给逐步恢复，生物素盈利大幅下

滑，2019 年进入消化库存阶段，低盈利倒逼高成本企业限产。与此同时，2019 年供给端突

发的外部因素大大加快生物素去库存节奏： 

1）2018 年 DSM 对安徽泰格生物素产品提起专利诉讼，受此影响目前安徽泰格基本无

供应，市场份额 5%； 

2）2019 年 3 月江苏响水园区事故，加上环保持续收紧，浙江医药、海嘉诺停产，两家

企业份额占比 27%； 

3）2019 年科兴生物搬迁，工厂停工，市场份额 7%。 

生物素受外部叠加因素影响，市场约 40%供给受限，生物素自 2018 年 6 月起长达 15

个月内维持 50-60 元/kg 底部，库存消化较为彻底。 

2.2 猪瘟冲击饲料需求整体有限 

2018 年全球生物素需求 230 吨，国外需求占比 83%。生物素（Biotin），又称维生素 H、

维生素 B7、辅酶 R，是合成维生素 C 的必要物质，在代谢脂肪及蛋白质过程中不可或缺，

是维持机体正常生长、发育及健康的必要营养素。生物素是维生素中生产工艺最为复杂的品

种，也是最后实现国产化的维生素，目前约 80%的用量应用于饲料添加剂，20%用于食品饮

料及医药领域。 

图 6：生物素国内 vs 海外需求比重  图 7：生物素下游需求结构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西南证券整理 

2013-2018 年全球饲料需求复合增速 3.46%，2019 年全球饲料产量 11.26 亿吨，同比

下滑 1.05%，猪瘟所致全球饲料需求出现负增长。从全球饲料需求结构看，猪饲料占比第二

为 25%，从区域分布看，亚太地区猪饲料占 43%，受猪瘟影响，2019 年亚太地区猪饲料同

比下降 26%，不过禽类饲料和水产饲料同比增长 10%、5%。从全球角度看，猪瘟影响对饲

料需求整体有限。中长期看，随着全球人口扩张、人均肉制品消费升级、饲料添加率提升，

饲料添加剂市场发展依然还有较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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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生物素国内 vs 海外需求比重  图 9：全球饲料需求结构 

 

 

 
数据来源：奥特奇，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奥特奇，西南证券整理 

图 10：全球猪饲料地区分布  图 11：2019 年亚太地区饲料同比变化(单位：亿吨) 

 

 

 
数据来源：奥特奇，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奥特奇，西南证券整理 

近年来医药化妆品和功能饮料需求增速分别为 3%~5%和 10~15%，功能饮料呈现较快

的增长趋势，同时国内功能饮料在各类饮品份额中占比 7%，人均消费量 0.5 公斤/年远低于

全球人均 7 公斤/年的水平，未来增长空间大。 

图 12：中国功能饮料市场规模及增速  图 13：国内常见功能饮料产品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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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受损有限，供给端大幅收缩的背景下，2019 年 10 月随着市场库存见底，市场供给

无法满足下游需求，生物素价格随即启动，从 55 元/kg 上涨至节前 170 元/kg，涨幅达 200%。 

3 复工推迟加剧供需矛盾，饲料需求企稳回升可期 

3.1 复工推迟、库存低位，生物素景气周期有望拉长 

2019 年限制供给的外部因素仍未解除，且节前生物素供需缺口已经存在的背景下，突

发疫情因素进一步扰乱生物素市场，激化供需矛盾。 

1）复工推迟，能够正常供应的企业新和成、圣达生物复工推迟，而占比 80%的海外需

求未受疫情影响，让原本极低的库存雪上加霜； 

2）海嘉诺、浙江医药复工进度、科兴生物搬迁进度都受到影响推迟，限制供给的外部

因素将持续。 

3）硫代乙酸钾是生物素重要原料，湖北一家主要供应商受疫情影响复工时间大概率推

后，目前市场库存低位。 

3.2 生猪产能修复可期，饲料需求迎来改善 

需求端，2019 年最差时期已过，2020 年迎来需求改善，关键在于猪饲料需求恢复程度。

中央 1 号文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中指出，生猪稳产保供是当前经

济工作的一件大事，要采取综合性措施，确保 2020 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正常

年份水平，2019 年年末生猪存栏 3.1 亿头，2017-2018 年生猪存栏平均 4.3 亿头，如果 2020

年底确保生猪产能基本恢复，意味着 2020 年生猪存栏同比增长 35%以上。考虑到前期相关

政策支持力度、猪肉高盈利、龙头企业积极扩产，2020 年猪饲料需求有望提升。 

从月度数据看，生猪产能初步呈现向好迹象，根据农业部对全国 400 个县定点监测，2019

年 11 月生猪存栏环比增长 2%，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 4%。 

图 14：生猪存栏及同比变化(全国 400 个县定点监测)  图 15：能繁母猪存栏及同比变化(全国 400 个县定点监测) 

 

 

 
数据来源：农业部，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农业部，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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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生猪存栏月度环比(全国 400 个县定点监测)  图 17：能繁母猪存栏月度环比(全国 400 个县定点监测) 

 

 

 
数据来源：农业部，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农业部，西南证券整理 

饲料下游养殖业涉及民生，需求端将率先复工复产。农业部、发改委、交通部联合印发

《关于解决当前实际困难加快养殖业复工复产的紧急通知》，针对养殖业当前饲料供不上、

物资运不进、产品销不出、用工回不来等特殊困难，明确一系列特别支持帮扶政策，要求各

地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政策落实落地，推动养殖业立即复工复产。 

我们认为生物素供给修复整体推迟，而下游国外需求不变、国内饲料需求先于生物素恢

复，在原本供需已出现缺口的情况下，供需矛盾进一步升级，本轮生物素景气周期的高度有

望超出市场预期。 

表 2：生物素企业生产现状（按 2%，吨） 

公司 正常产量 市场份额 生物素工厂地址 2019 年 疫情影响 

新和成 5500 32% 浙江 正常生产供应 2 月 10 日复产 

圣达生物 5000 29% 浙江 正常生产供应 2 月 10 日复产 

海嘉诺 3000 18% 江苏 受响水事故影响关停 预计推迟复工 

浙江医药 1500 9% 江苏 受响水事故影响关停 预计推迟复工 

科兴生物 1250 7% 浙江 搬迁关停 搬迁进度推迟 

安徽泰格 750 4% 安徽 专利纠纷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西南证券整理 

4 相关标的业绩弹性分析 

新和成、圣达生物是目前能够正常生产供应生物素的企业，同时也是全球生物素前 2 大

厂商，两者生物素(2%)产能分别为 7500、5000 吨/年，生物素价格上涨 50 元/kg，业绩分别

增厚 2.82 亿元、1.88 亿元。 

表 3：生物素相关公司业绩弹性测算（亿元）（截至 2020.2.20） 

公司/涨幅 市值 50 元/kg 100 元/kg 150 元/kg 200 元/kg 250 元/kg 300 元/kg 350 元/kg 400 元/kg 

新和成 567 2.82 5.64 8.46 11.28 14.10 16.92 19.75 22.57 

圣达生物 57 1.88 3.76 5.64 7.52 9.40 11.28 13.16 15.04 

注：假设新和成、圣达生物生物素(2%)销量为分别为 7500 吨和 5000 吨；数据来源：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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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饲料需求不及预期；生物素新进入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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