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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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邵吕威 因公在外 陈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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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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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派发现金红利 5.6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173,543,387.92

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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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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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7,083,698,364.43 5,700,484,227.17 24.26 4,657,356,157.39 

营业收入 4,438,228,162.51 2,928,966,150.33 51.53 3,114,129,70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74,953,953.25 439,260,585.19 30.89 455,085,74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13,047,782.61 370,544,192.16 38.46 411,504,05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96,392,042.69 3,445,218,627.12 13.10 3,136,591,329.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38,701,690.33 256,909,663.49 343.23 245,330,029.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855 1.417 30.89 1.46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855 1.417 30.89 1.4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71 13.44 

增加2.27个

百分点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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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813,321.57 951,890,391.10 1,145,095,126.46 1,291,429,32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9,911,507.33 123,224,666.86 153,820,325.07 167,997,45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15,494,586.61 105,740,276.31 135,805,266.52 156,007,65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3,136,742.44 229,447,812.37 304,125,912.89 291,991,2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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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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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423 13,133,266 4.24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300,000 5,300,456 1.71 0 无 0 其他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 3,500,000 1.13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560,280 3,155,926 1.02 0 无 0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

FH002沪 

2,917,431 2,917,431 0.94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36,100 2,486,100 0.80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2,348,156 2,348,156 0.76 0 无 0 其他 



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2,182,231 2,182,231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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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东方红新动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为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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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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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董事会以新时代发展理念为指导，积极顺应新形势，坚持创新驱动，深入开展

战略研讨，加大安全环保投入，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奋发进取，砥砺前行，保持了稳中有进、进

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一）企业经济规模和质态实现双提升。 

2017年，公司核心客户全部实现业绩增长，优嘉公司产品的登记和市场布局全面展开，麦草畏成

为公司第二个销量过万吨的品种，菊酯类和麦草畏居于行业领先地位。全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4.38亿元，同比增长 51.53%，净利润 5.75亿元，同比增长 30.89%，销售和利润均创历史新高。 

“墨菊”被认定为“江苏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入选“江苏省双百品牌”产品，公

司分别荣获 2016 年度中国农药出口和销售前十强、 AGROW 最佳供应商奖。企业管理和党群工作

得到新的加强。 

（二）技术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2017 年，公司完成开展了 6 项新产品的研究。围绕制剂产品，进行小试研究 18 项，优化配

方 6项，围绕技术优化，开展小试课题 17项，均取得进展成效。2017年公司获得国内专利授权 5

项，国外授权 3 项。股份公司通过完成省农药清洁生产技术重点实验室验收，工程技术中心绩效

考评被认定为优秀。优嘉公司成功获批省工程技术中心、省企业技术中心。公司 1 个项目获中国

农药创新贡献一等奖，2 项技术分别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南通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菊酯产

品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单项冠军产品。 

（三）退城进园工作进展顺利。 

优嘉公司二期项目建设速度较原计划提前半年，除吡唑吡唑醚菌酯以外，其他产品均已完成

调试，并取得一次性成功。股份公司宝塔湾厂区除部分中间体外，其他生产装置均安全停用，退

城进园工作有序推进，新老产能平稳转换，为公司下一步加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高。 

2017年，公司深入开展风险分级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双提升活动，提高本质安全程度。持续

推进杜邦管理咨询项目，学习和运用国际先进安全管理工具，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公司严格践行“环保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不断提高环保管理标准，进一步加大环保投

入，追求更好的环保绩效表现。优嘉公司投资 5.4 亿元，建成了高标准的废气、废水、废渣处置

装置，能够实现化学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清洁化生产程度居行业领先水平，后续项目的承载能力

进一步增强。优嘉公司连续三年保持环保绿色信用等级，并获得工信部全国首批“绿色工厂”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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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