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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19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

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本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5 元（含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309,898,907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01,434,289,55 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17.22%。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扬农化工 60048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孝举 任杰 

办公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文峰路39号 江苏省扬州市文峰路39号 

电话 （0514）85860486 （0514）85860486 

电子信箱 stockcom@yangnongchem.com stockcom@yangnongche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农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研发工作主要分为创制农药的研发、仿制农药的

研发和现有生产工艺的技术改进，报告期收购农研公司后，公司在创制农药研发能力方面得到很

大提高。公司生产的产品涵盖杀虫剂、除草剂和杀菌剂等农药品类，杀虫剂主要有拟除虫菊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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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品种，除草剂主要有草甘膦和麦草畏等品种，杀菌剂主要有氟啶胺、吡唑嘧菌酯等品种。公

司销售分为原药销售和制剂分销，报告期收购中化作物后，公司在农药制剂销售上呈现快速增长。 

    农药行业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北半球旺季主要是上半年，原药市场旺季早于制剂市场。本公

司主要生产销售农药原药，客户主要是下游制剂加工、销售企业，因此公司国内销售旺季一般是

上半年。 

    农药行业受气候条件的影响较大，复杂多变的气候影响农作物的种植，进而影响农药的需求。

本公司努力将农药品种做丰富，将农药市场做均衡，通过多品种、多市场对冲气候造成的不利影

响。 

    农药是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长期以来，农药对控制病虫草害、保护农作物安全

生长、提高作物产量、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等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国内农

药行业集中度不高，存在小而散的特点，而且生产的农药中低效、高毒农药居多，加上农药的不

科学使用，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为此农业部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农药、化肥用量零增长的目标，

未来高效、低毒农药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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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637,484,864.40 10,489,894,319.86 7,438,613,798.89 -8.13 10,023,855,767.90 7,083,698,364.43 

营业收入 8,701,471,746.53 8,583,306,585.81 5,290,725,786.19 1.38 7,785,833,241.66 4,438,228,16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69,770,145.98 979,674,835.22 895,376,981.39 19.40 593,376,712.91 574,953,95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84,088,654.31 969,253,520.00 887,624,119.21 -8.79 529,246,215.68 513,047,78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054,374,473.91 5,086,140,927.48 4,628,249,566.35 -0.62 3,711,474,610.83 3,896,392,04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70,154,497.15 1,338,704,839.59 1,320,215,450.07 2.35 1,156,816,195.39 1,138,701,690.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775 3.161 2.889 19.40 1.915 1.8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775 3.161 2.889 19.40 1.915 1.8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5.53 24.50 21.08 增加1.03个百分点 17.14 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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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743,516,968.33 2,518,108,417.04 1,800,292,977.05 1,639,553,38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44,520,436.95 405,954,385.21 219,091,897.47 100,203,42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307,498,816.83 280,600,316.54 205,640,832.13 90,348,68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8,129,747.52 368,832,724.27 459,316,548.34 383,875,477.0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收购了同一控制下的中化作物 100%股权和农研公司 100%股权。本公司从第三季

度报告开始披露合并目标公司后的报表，对之前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数据按照同一控制下的报

表合并进行了追溯调整。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02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97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 

0 112,084,812 36.17 0 无   国有

法人 

扬州福源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 

0 18,082,823 5.84 0 无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 -50,000 13,864,318 4.47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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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711,875 5,026,646 1.62 0 无   境外

法人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

有资金 

1,426,600 3,299,680 1.06 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新丝

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606,017 3,006,017 0.97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价值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449,560 2,919,360 0.94 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创新

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15,729 2,759,086 0.89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安心

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643,642 2,643,642 0.85 0 无   其他 

东证资管－招行－东

方红内需增长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85,900 2,409,691 0.78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扬州福源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易方达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

达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易方达安心回

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同为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管理。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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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一）市场开拓攻坚克难。 

    2019年，公司通过深化与规模客户的合作，加强农药新政调整后的政策宣传、引导中小客户

规范用药，扩大外环境制剂以及蝇香氯烯炔的销售，全年国内卫药销售保持稳中有进，同比增长

9.5%。公司充分发挥供货保障能力强的优势，全力满足国内优质客户、潜力客户的需求，提升了

农药产品销量；积极拓展新品吡唑醚菌酯市场，打造了新的增长点；继续深化与中化作物的全面

协同，促进了制剂销量的大幅增长，全年国内农药销售同比增长 6%；公司持续加深与农化跨国公

司的战略合作，积极推进新项目、新产品的新合作。同时积极做好产品登记，为业务拓展打好基

础。但受麦草畏产品需求大幅下降的影响，全年境外销售同比下降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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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公司名列中国农药出口和销售前十强（出口第三，销售第五名），连续五年入选世

界农化企业前 20强。先后获评中国精细化工百强企业、AGROW最佳供应商、中国农药行业优秀原

药与中间体供应商。 

    （二）生产运营经济高效。 

    2019年，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密切产供销衔接，突出抓好产能管理和提质降耗，进一步

提升了生产运营的经济性、高效性。同步抓好供应链管理，通过拓宽采购渠道、深化战略合作、

做好避峰吸谷、打破价格联盟等多种方式，努力做好原料保障供应和采购节支工作。 

    （三）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2019年，公司把并购整合、项目建设、技术创新作为助推发展的三只动轮，为企业后续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力。在并购整合上，公司完成对中化作物、农研公司股权的收购，提升了研产销一

体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影响力和竞争力。子公司优嘉植保开展了对宝叶化工的收购，拓展

了发展空间，对承载更多后续项目将发挥重要作用。在项目建设上，公司完成优嘉三期的行政报

批，为加快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技术创新上，开展了多项新品研发和技术改进，并在三

废减排、提质降耗、达产增效上取得显著成效。 

    （四）HSE管理打造标杆。 

    2019年，公司持续推进杜邦安全管理，认真抓好三废治理工作。全年 HSE运行质态总体平稳，

全面完成了“四个零”目标（重伤及以上事故、一般及以上环境事件、新增职业病、重大影响 HSE

舆情事件为零）。优士公司创成石化联合会绿色工厂。优嘉公司被认定为南通市首批“环保信任保

护企业”。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

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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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应收债权更接近于公司风险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将现行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调整为“预

期信用损失法”，同时增加应收票据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方法。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

金额标准 

期末余额在 200.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在 30.00

万元以上的其他应收款。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账龄分析法、余额百分比法、其他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其他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10 10 

1－2 年 20 20 

2－3 年 35 35 

3－4 年 50 50 

4 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

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估计 

对于应收账款及与收入相关的应收票据，未包含重大融资成分或不考虑未超过一年的合同中的融

资成分的，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提损失准备。 

公司对于信用风险显著不同具备以下特征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单项评价信用风险。

如：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

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 

当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单项金融资产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款项

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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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名称 计提方法 

银行承兑汇票组

合、商业承兑汇票

组合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分别参考历史信

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

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风险组合 

对于划分为风险组合的应收账款，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

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逾期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其他组合 
公司将应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款项、应收退税款及代收代扣款项等无显著

回收风险的款项划为其他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中，采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 

逾期账龄 计提比例(%) 

未逾期 5 

逾期 1 年以内 6 

逾期 1－2 年 40 

逾期 2－3 年 85 

逾期 3 年以上 100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均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以往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受控制的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如下表所列示如下：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取得方式 

中化作物保护品有限公司 现金购买 

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司 现金购买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详见“附注七之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合并范围的变化情

况详见“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