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486                              公司简称：扬农化工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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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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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提议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6 年 12月 31日的公司总股本 309,898,907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 4.3 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总额为 133,256,530.01

元，分配后剩余当年度利润结转到以后年度未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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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ngf.com stockcom@yn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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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销售，产品主要分为杀虫剂、除草剂和杀菌剂。公司的杀

虫剂主要是拟除虫菊酯产品，拟除虫菊酯产品农药具有高效、低毒、易分解、无残留的特点，又

分为卫生菊酯和农用菊酯两大系列，卫生菊酯主要用于卫生害虫的消杀，农用菊酯主要用于大田



害虫的防治，广泛用于果树、蔬菜、茶叶等作物。公司的除草剂主要有草甘膦和麦草畏两个品种，

前者为灭生性除草剂，后者为选择性除草剂，具有高效、低毒、低残留、杀草谱广的特点。公司

的杀菌剂主要是氟啶胺，主要用于辣椒疫病、马铃薯晚疫病和大白菜根肿病的防治。 

    农药行业具有较强的季节性，本公司主要经营农药原药，客户主要是下游制剂企业，原药市

场旺季早于制剂市场，因此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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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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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5,700,484,227.17 4,657,356,157.39 22.40 4,307,765,411.23 

营业收入 2,928,966,150.33 3,114,129,700.14 -5.95 2,820,490,31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39,260,585.19 455,085,747.81 -3.48 454,681,28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70,544,192.16 411,504,051.03 -9.95 417,265,94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445,218,627.12 3,136,591,329.99 9.84 2,717,880,660.3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6,909,663.49 245,330,029.83 4.72 553,547,468.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417 1.468 -3.48 1.4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417 1.468   1.46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44 15.52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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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623,597.33 777,621,212.57 563,120,826.74 770,600,51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5,101,783.24 117,452,491.73 81,908,737.11 144,797,57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93,113,953.97 84,231,083.39 64,166,893.89 129,032,26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3,223,181.31 -68,649,277.31 134,041,709.45 78,294,050.0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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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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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国有法

人 

扬州福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0 18,082,823 5.84 0 无 0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774,937 12,789,843 4.13 0 无 0 其他 

平安资管－中国银行－众安

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206,016 5,206,016 1.68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2,398,916 5,000,456 1.61 0 无 0 其他 

财富证券－广州农商行－财

富证券星城 8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5,000,000 5,000,000 1.61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精选混合型证
4,010,081 4,010,081 1.29 0 无 0 其他 



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3,799,942 3,799,942 1.23 0 无 0 其他 

李威 2,700,250 2,700,250 0.8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

海聚发－新股约定申购(3)资

金信托 

2,647,834 2,647,834 0.8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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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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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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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 年国内卫药市场受气候变化等不利影响，需求大幅减少，家卫行业销售整体下滑达 15%

以上。公司牢牢紧盯规模客户，积极抢抓市场订单，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积极开拓外环境市场，

抓好公司专利品种的推广与应用，持续加大新剂型推广，引导客户关注空间驱蚊剂市场，努力寻

求新的增长点。全年公司卫药销售同比下降 9.8%，虽然受行业需求下降影响，销售额有所下降，

但公司市场份额总体保持稳定，继续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2016年国内农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产品价格下降，竞争非常激烈。公司紧紧抓牢重点客户，

扩大优势品种的销售，多渠道拓展农药制剂市场，积极寻求与农资经销商的大平台合作，采用多

种方式弥补部分产品货源不足的影响，强化技术营销，努力提升销售额。2016 年国内农药销售同

比增长 5.2%。 

    2016年国际市场受南美气候异常、全球需求疲软、跨国公司去库存化影响，不少品种量价齐

跌。在艰难的市场局面下，公司一方面加大重点品种的销售，以量补价，另一方面深挖卫药传统

市场潜力，并且全力推进麦草畏项目的战略合作，为后期营销奠定基础。2016 年公司完成自营出

口 18.18亿元，同比下降 7.7%。 

     2016年，公司被 AGROW（世界农作物保护新闻）杂志评为全球最佳供应商，连续两年跻身世

界农化企业前二十强，公司品牌在行业内的影响力、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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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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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为江苏优士化学有限公司和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具体情

况详见“附注六之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