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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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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4,942,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富邦股份 股票代码 30038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万刚 罗亮 

办公地址 湖北省应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湖北省应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传真 07123257290 07123257290 

电话 07123257290 07123257290 

电子信箱 hbforbon@forbon.com hbforbon@forb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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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经营模式与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始终秉承“为客户创造价值，让员工成就未来”的发展理念，坚持“内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的发展战略，致力

于成为农化领域与智慧农业的新价值创造者。 

1、主营业务 

公司以化肥生产链为价值导向，为全球化肥生产企业提供包括高品质的助剂产品、优良的全程技术服务及精确的助剂自

动控制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是国内化肥助剂行业研发实力雄厚、产品系列齐全、销售服务体系完善、综合实力领先的

头部企业之一。公司以自筹资金已收购荷兰诺唯凯、法国PST而实现国际化布局，跻身于全球化肥助剂供应商前列。 

公司以智慧农业为发展方向，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智能化、科学化的产品与服务。在植物营养助剂、圆颗粒钾肥、

含磷废水处理及回收缓释肥领域根据市场情况逐步产业化，在土壤检测精准农业领域、茎水势智能传感器领域、富锌大米生

态农业领域、智能配肥机智能设备领域、圆颗粒钾肥新型肥料领域积极进行布局，致力于成为智慧农业领先企业。 

2、主要产品 

化肥助剂是化肥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功能性材料。在化肥助剂领域，主要产品类型有防结剂、多功能包裹剂、造粒改

良剂、磷矿石浮选剂、缓释材料、消泡剂、沉降剂、絮凝剂、蒸发助剂、阻垢剂等，主要有改善化肥产品品质、降低化肥生

产能耗、增加化肥产品功能、提高化肥使用效率和减少环境污染的作用。 

智慧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新方向，主要依靠农业物联网全面感知土壤、水分、肥力、气象、作物生长状态等农业生产

要素，主要利用农业大数据对耕地、播种、施肥、病虫害、收割、仓储与交易等农业生产环节进行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与

人工智能学习，依托部署在农业生产现场的各种智能传感器和通信网络，再集成遥感系统（RS）、全球定位系统（GPS）、

地理信息系统（GIS）、专家系统（ES）、智能决策支持系统（IDSS），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

策、智能分析、灾变预警、专家在线诊断，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从而保障农业高产高质

高效。 

图1：布局智慧农业 

 
公司通过控股加拿大SoilOptix切入到CT土壤检测领域，通过先进的SoilOptix土壤CT检测技术，采取网格化作业方式，

以县为单位制作土壤数字地图，为政府机构、科研单位、农垦农场等集约化种植组织、肥料生产企业、传统和互联网农资组

织、土地流转网站和广大农民提供农业大数据相关产品和服务。通过参股以色列Saturas切入到茎水势智能传感器领域，能够

适时地、自动地、连续地获得植物茎水势的精确数据，与气象数据、土壤数据等要素进行综合处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积

累的大数据进行分析，提供最优适时灌溉方案、植物缺水警报等服务，将协助以色列 Saturas在中国境内进行节水灌溉智慧

农业的科学试验和商业化落地，计划在2018年在国内开展示范工程，积累传感器应用数据。富邦股份旗下武汉科迈成功研制

具有利用土壤检测数据、农作物种植模型进行定制化、智能化生产的智能配肥机，创新商业模式着力解决测土配肥“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公司将继续围绕“智慧农业”进行布局，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农业生产技

术和农业生产方式创新。 

3、经营模式 

化肥行业供给侧改革逐步深化，一方面逐渐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推广专业化农化服务；另一方面向

智能制造转型升级，肥料生产智能化、施肥数据化，提升肥料利用率与盈利能力。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下

游化肥行业产品升级换代的需求，持续推广新型植物营养助剂，助力肥料产品创新；基于对土壤数据的需求，积极打造土壤

数字地图项目，助力农业测土配方施肥；根据未来农业发展需要，布局茎水势智能传感器、智能配肥机和圆颗粒钾肥等新领

域。针对下游行业的新需求，始终坚持采取“差异化产品+全程技术服务+自动控制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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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业绩驱动因素 

（1）大宗农产品价格全球性复苏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快速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大宗农产品的需求保持稳定增长，尤其是对大豆、棉花、玉米等大宗农产品对进口的依赖度

持续增加，由于中美贸易争端、拉尼娜天气周期等因素影响，将导致大宗农产品价格全球性复苏。拉尼娜天气周期导致气候

异常，且大宗农产品属于生长期较长的品种，对全球大宗农产品的产量有负面影响。随着大宗农产品进入全球性复苏通道，

将有效提升种植产业链的积极性，带动农资产品销量与价格的上涨，肥料行业转暖将直接促进肥料助剂销量与价格的提升。

公司肥料助剂已在亚洲、欧洲取得领先优势，大宗农产品价格全球性复苏将进一步促进公司主营业务保持快速增长。 

（2）输出肥料供给侧改革模式促使公司商业模式升级 

全球对粮食持续增长的需求与可耕种土地有限的矛盾，将推动化肥行业的持续稳定增长，是推动化肥助剂行业长期稳定

发展的基础因素。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化肥生产国和消费国，庞大的化肥生产总量为我国化肥助剂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顺应全球化肥行业供给侧改革的潮流，公司积极推广植物营养助剂、土壤数字地图、测土配方施肥、智能配肥机等产品与服

务，向全球肥料企业输出产品品质提升、产品结构升级、新型肥料研发、智慧农业转型的“肥料供给侧改革”模式，将实现

公司从卖产品、卖服务到卖标准的商业模式转变。输出肥料供给侧改革模式，将不仅带动肥料助剂、植物营养助剂的销售，

也促进土壤数字地图、智能配肥机等智慧农业服务；助力下游肥料行业转型升级，促使公司与下游肥料行业实现双赢。 

（3）一带一路建设带动公司海外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在国内整体化肥消费增速相对放缓的背景下，公司继续深耕国内化肥助剂市场已无法满足公司发展的需求，积极拓展海

外市场已成为公司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公司通过并购海外拥有核心技术和市场资源的国际企业荷兰诺唯凯与法国PST，向国

际化肥助剂巨头方向发展。自2015年收购荷兰诺唯凯后，积极加强开拓海外市场与发展海外营销网络，公司已在欧洲市场建

立起较强的竞争优势。一带一路沿线遍布主要磷矿开采、磷肥生产企业，针对海外市场，公司逐步从直接销售产品，到提供

技术解决方案，再到全球资源整合，全力深耕海外市场，积极提高海外市场份额；一带一路周边主要为发展中国家，肥料行

业处于上升期，对高品质肥料助剂存在较强的需求。目前磷肥新增产能主要集中于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尤其是摩洛哥OCP

磷酸盐集团不久将实现1200万/吨的产能，为公司化肥助剂产品与生产工艺服务带来巨大发展机遇。同时，公司在东南亚化

肥助剂市场进一步有效扩张，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进一步有效提高市场占有率。自2017年收购法国PST后，公司新增多孔

硝胺添加剂产品，通过与荷兰诺唯凯在采购、生产与销售等环节进行资源整合，使其与全球重要的客户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合

作关系，促使公司海外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4）加大智慧农业投入推动应用场景落地 

为寻找新的增长点，公司围绕智慧农业在全球领域寻找“黑科技”。公司于2017年控股了加拿大SoilOptix和成立了武汉

搜土，利用CT土壤检测技术，为政府机构、科研单位、农垦农场等集约化种植组织、肥料生产企业、传统和互联网农资组

织、土地流转网站和广大农民，提供农业大数据相关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河北省雄安新区、江苏

省东台市、湖北省应城市进行试验，在海外与孟山都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公司将继续围绕智慧农业板块持续在全球范围内探

索和布局农业大数据、农业物联网、智能传感器领域，争取早见成效。 

（5）全球先进管理工具夯实全球化管控水平 

为迎接互联网与大数据管理挑战和满足全球化发展需要，公司于2017年聘请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搭建基于智

能农业大数据平台下的全球一体化数据管理系统，上线了Oracle云ERP集团化管理系统，主要包括财务管理、采购管理、库

存管理、订单管理、移动在线费用报销管理、制造管理、计划管理、全球订单承诺及开发平台等9项服务内容，有力提升了

公司内部协作效率与外部竞争能力，公司构建信息化管控平台，有利于加强集团化管控与降低管理费用，更好的发挥协同效

应。在销售等部门导入人单合一模式，促使员工的价值实现与所创造的用户价值合一，有利于促使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保持

高度一致，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与盈利水平。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发展阶段与所处行业地位 

1、化肥助剂行业发展阶段与公司行业地位 

（1）化肥助剂行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 

化肥助剂作为一种为改善化肥产品性能、降低生产能耗而在化肥生产过程中添加的不可或缺的新型材料，其诞生和发展

是以化肥行业的发展为基础的。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化肥行业取得快速发展，大型化肥企业对化肥产品品质和性能的高标

准要求推动了化肥助剂行业的发展，部分化肥助剂企业基于对化肥生产链的全面理解，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逐步掌握了化肥

助剂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并顺应客户的需求和变化不断改进产品配方和服务模式，凭借成本、配方和服务等综合优势与国内

大型化肥厂商建立了良好而紧密的合作关系，逐步打破国外公司的技术垄断，产品性能已达国际先进水平。近年来，化肥行

业以“节能环保”为发展战略，未来化肥助剂行业将继续向新材料应用、新产品开发及综合服务技术提高的方向深入发展。

化肥助剂行业逐步推广使用生物、可降解、环境友好型等原材料，为满足化肥行业功能性、专用性的发展趋势而加强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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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控释助剂等相关产品的开发，化肥助剂行业已不仅仅向化肥企业提供单纯的产品，而是要求向化肥企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目前，化肥助剂行业基本形成了综合服务供应商、外资品牌供应商、化肥企业内部配套生产单位、其他中小规模供应商

的竞争格局，公司通过内生发展、海外并购与全球资源整合后，成为与美国Arr-Maz比肩的全球综合服务供应商。 

（2）公司处于化肥助剂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是国内首批从事化肥助剂行业的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研发能力雄厚、产品系列齐全、销售服务体

系完善的化肥助剂综合服务供应商，同时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率先在行业内推出“差

异化产品+全程技术服务+自动控制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并通过PSC模式与众多特大型化肥厂商形成利益双赢的共同体，

是国内极少数能与国际知名品牌抗衡的企业。在下游客户需求不断变化过程中，公司及时适应肥料企业的发展变化，强化与

国内大型肥料企业合作，不断调整产品和服务，满足肥料企业的需求，通过并购加强海外网点的布局，积极开拓国外市场。

公司不断致力于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品的研发，加强生物、可降解、环境友好的新型材料的研究和应用，不断推出符合下游

化肥行业节能降耗、环境友好、功能性和专用性发展要求的助剂，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产品与服务深受市场认同，品

牌效应突出，与大量优质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客户遍布全球，享有较高知名度与影响力。在国内市场，公司与云天化、

贵州瓮福、贵州开磷、新洋丰、兴发化工、史丹利、心连心、六国化工、司尔特、黄麦岭、开门子、广东湛化、四川美丰、

云南弘祥、江苏中东等数十家化肥领军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在海外市场，公司通过收购荷兰诺唯凯实现了全球化布

局，成为了YARA 、Euro Chem Group、Rossosh Minudobreniya、OCP等海外知名化肥企业的长期供应商。公司于2017年获

得了中国国际农用化学品及植保展览会组委会颁发的“CAC2017推荐供应商”荣誉称号，也充分反映了公司的品牌效应及

行业地位。 

2、智慧农业行业发展阶段与公司行业地位 

（1）智慧农业行业处于起步探索的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非凡成绩，粮食、棉花、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等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处

于世界前列，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化肥农药滥用、地下水超采以及过度消耗土壤肥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安全问题

频发；另一方面经营粗放、信息不对称，导致农业竞争力不强，出现农产品增产、进口增长与库存增加的“三量齐增”现象，

进而导致农产品滞销、农民经济效益低。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建设的加速器，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产品品质、

推动农业信息化与保障农产品和食品安全，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盲目生产与农产品滞销的问题，也有利于提高农

民收入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智慧农业的第一步从土壤检测开始。近年来，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耕地土壤环境

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根据环境保护部与国土资源部于2014年4月17日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公报》，全国土壤总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及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及1.1%，耕

地、林地、草地及未利用地的土壤点位超标率（土壤超标点位的数量占调查点位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9.40%、10.0%、10.4%

及11.4%。根据国土资源部2014年12月23日发布的《全国耕地质量等别调查与评定主要数据成果》，全国耕地质量等别调查

与评定总面积为13,507.2万公顷（约202,609万亩），将全国耕地评定为15个等别，1等耕地质量最好，15等最差，将1-4等、

5-8等、9-12等、13-15等划分为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和低等地。其中，优等地面积为385.2万公顷（约5,779万亩），占全

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2.9%；高等地面积为3,586.2万公顷（53,793万亩），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26.5%；中等地面积为7,149.3

万公顷（10,7240万亩），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52.9%；低等地面积为2,386.5万公顷（35,797万亩），占全国耕地评定总

面积的17.7%。 

图2：全国耕地质量等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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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耕地质量等别面积结构来看，优等和高等耕地面积合计仅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29.4%，中等和低等耕地面积合计

仅占却超过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70%；从耕地质量等别空间分布来看，优等和高等耕地主要集中于中东部，中等和低等耕

地主要集中于三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土壤治理前提是进行土壤检测，其中耕地修复必须依赖于精准的土壤检测，因此我国土

壤检测乃至土壤修复存在较大的市场空间，以土壤检测为核心的智慧农业尚处于起步探索的阶段。 

（2）公司处于战略布局智慧农业的发展阶段 

公司智慧农业布局以土壤检测为突破口，在植物营养助剂、圆颗粒钾肥、含磷废水处理及回收缓释肥、富锌大米、智能

配肥机、茎水势智能传感器等领域积极进行布局，在智慧农业处于战略布局阶段，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及公司技术优势的

有力支持下，智慧农业将成为公司未来新的收入与利润增长点。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530,044,622.60 496,919,808.63 6.67% 392,347,20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561,050.65 85,312,853.52 -19.64% 66,420,85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458,002.12 84,510,116.51 -22.54% 73,508,302.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032,206.23 94,422,076.33 -56.54% 80,096,314.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69 -20.29% 0.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69 -20.29% 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6% 12.60% -3.44% 11.1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200,483,094.60 1,199,717,648.58 0.06% 1,126,925,06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3,930,132.16 716,265,034.67 9.45% 621,460,4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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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5,437,103.98 126,636,031.64 119,528,055.23 158,443,43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35,285.55 27,948,355.03 17,055,959.54 7,621,45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92,785.55 28,033,355.03 17,055,959.54 4,475,90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45,306.12 6,651,922.69 72,022,969.83 -62,987,992.4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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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91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64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应城市富邦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09% 40,090,414 0 质押 8,800,000 

NORTHLAND 

CHEMICALS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3.77% 17,200,000 0   

武汉长江创富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3% 17,027,672 0 质押 1,400,000 

正鸿发展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41% 1,760,000 0   

王坚宏 境内自然人 0.93% 1,157,700 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臻尹二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88% 1,100,00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天鸽

【2017】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69% 860,000 0   

王秀荣 境内自然人 0.41% 508,100 0   

禹璐 境内自然人 0.39% 489,100 0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2% 4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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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应城市富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王仁宗与方胜玲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武汉长江创富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方胜玲控制的公司。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度，公司继续坚持以化肥助剂为主业，以智慧农业为发展方向。在公司董事会正确领导下，围绕公司主营业务与

发展战略，全体管理层及员工积极认真贯彻执行2017年经营计划与经营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530,044,622.60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67%；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8,561,050.6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9.64%。 

2017年度，公司管理层围绕年初制定的年度规划，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内部协同，加强技术研发进一步提高肥料助剂整

体解决方案能力，构建全球营销网络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率先投资布局进一步推动智慧农业落地，引进培养优秀人才进一

步优化人才结构，加强培训学习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水平，使用全球先进管理工具进一步加强集团化管控能力。公司将围绕

发展战略选择优质标的与合适的资本市场工具，推动全球化发展与智慧农业成长。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技术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致力于建立国家级的肥料助剂创新中心，协助中国肥料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型；致力于建立国际一流的肥

料助剂检测中心，研究与制定功能型助剂、植物营养型助剂标准。为保持公司核心技术的领先地位，公司研发投入为

15,995,292.57元，占营业收入3.02%。肥料助剂领域新产品研发成果显著，在植物营养助剂方面，开发出营养包膜型尿素重

等重要产品，进入新型增值肥料生产领域。与此同时，公司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重视专利技术成果申报，本报告期

获授发明专利5件，实用新型专利23件。 

2、市场开拓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利用技术研发优势、“差异化产品+全程技术服务+自动控制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优势、市场品

牌优势与智慧农业先行优势。根据全球磷矿资源分布与肥料新增产能分布情况，公司构建全球化营销网络与整合海外优秀资

源着重开发国内外优质客户。智慧农业与海外市场开拓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智慧农业方面，公司与中化化肥、摩洛哥O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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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际肥料巨头达成合作，就共同开发智慧农业达成共识；在海外市场开拓方面，公司在肥料新增产能区域实现合作。通过

对荷兰诺唯凯、法国PST进行整合，公司不仅赢得了客户的口碑和认可，更巩固和提高了公司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发展壮大

海外市场与推广智慧农业产品与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投资布局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以智慧农业为发展方向，智慧农业布局以土壤检测为突破口，在植物营养助剂、圆颗粒钾肥、含磷废水

处理及回收缓释肥、富锌大米、智能配肥机、茎水势智能传感器等领域积极进行投资布局。公司控股加拿大SoilOptix并设立

武汉搜土，利用CT土壤检测技术，为政府机构、科研单位、肥料生产企业、传统或互联网农资组织提供数字土壤地图等农

业大数据相关产品和服务；投资设立富邦田小二，加速开拓以掺混肥、水溶肥等肥料为基础的中心配肥站业务；公司参股以

色列Saturas，获得相关技术中国市场唯一优先合作权，将协助以色列 Saturas在国内进行节水灌溉智慧农业的科学试验和商

业化落地，开展示范工程与积累传感器应用数据。公司将继续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方向的相关产业进行投资布局。 

4、人才建设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改善人才培养体系与改革薪酬体系，建立内部讲师与外部讲师相辅相成的科学化、系统化的培训体

系，支持学习“混沌大学”等互联网课程，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效率，培养复合型专业化人才，来满足公司转型智慧农业、

开拓海外市场的人才需求；在创业项目、销售模块导入“海尔人单合一模式”，促使员工的价值实现与所创造的用户价值合

一，让员工有权根据市场变化自主决策，有权根据团队需要自主组织人力，有权根据为用户创造的价值自主决定收入。公司

导入“海尔人单合一模式”有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促使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保持高度一致，也有助于推动公司战略与组织模

式的颠覆升级，促使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 

5、规范运作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管理，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日常运作创造有利条件，不断

提高治理水平；严格按照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的要求，建立健全了相对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有利于促进

公司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投资者沟通机

制，并充分利用互动易、投资者咨询热线、业绩说明会等多种渠道与投资者进行交流互动，及时客观的回答投资者提出的问

题；有序开展投资者调研活动，加深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保持长期、良好、稳定的关系。 

6、公司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战略发展与管理升级的需要，积极打造基于云的移动信息系统平台，助力研发创新、管理提升与营

销服务。由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的甲骨文Oracle软件云服务已正式投入使用，主要包括财务管理、采购

管理、库存管理、订单管理、费用报销管理、制造管理、计划管理、全球订单承诺及开发平台等9项服务模块，尤其是基于

APP的费用报销管理极大提高了使用效率与降低了管理成本，也有利于提高员工效率和管理升级。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化肥助剂 467,137,526.23 275,466,437.86 41.03% -5.87% 0.48% -3.73% 

化肥产品 58,909,878.44 62,437,693.77 -5.99% 0.00% 0.00% -5.9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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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变更的部分为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

会【2017】15号）、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修订并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

30号）。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规定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规定，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和终止经营，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规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

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因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均不涉及对比

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也并未影响本集团本报告期的净利润。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要求，本公司在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

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原在“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部分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益，改为在“资产处置收益”中列报；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并未影响本集团本报告期的净利润。本集团2016年度无资产处置

收益，无需追溯重述比较报表。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示项目有变化，对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影响；对以前年

度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新增4家，具体如下： 

子公司名称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开始时间 变更原因 

SoilOptix Inc 2017 年 1 月 新设 

武汉绿萝联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新设 

武汉搜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新设 

湖北富邦田小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新设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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