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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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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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定 2018 年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705,284,63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5.30元(含税)，公司 2018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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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股份 60059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永平 敖颜思媛 

办公地址 浙江省建德市江滨中路新安大厦1号 浙江省建德市江滨中路新

安大厦1号 

电话 0571-64726275 0571-64787381 

电子信箱 jiang_yp888@sohu.com aoyan_sy@wync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作物保护、有机硅材料两大产业。开发形成以草甘膦原药及剂型产品为主导，杀虫

剂、杀菌剂等多品种同步发展的产品群；围绕有机硅单体合成，完善从硅矿冶炼、硅粉加工、单

体合成、下游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形成硅橡胶、硅油、硅树脂、硅烷偶联剂四大系列产品。

主要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生物科技、航空航天、医疗卫生、建筑材料、电子电气、新能

源等多个领域。报告期内新成立磷基材料事业部，通过资源整合，提高磷资源综合利用率，实现

阻燃剂产品一体化运营。 

（二）经营模式 



公司是集有机硅材料和作物保护为一体的上市公司，紧紧围绕公司“一体两翼（做精做强基

础产业，发力有机硅终端和农业服务产业）”、“三个核心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化经营能力、

全球化发展能力）”、“四大转型（战略、组织、文化、机制）”、“五化（绿色化、智能化、平台化、

终端化、国际化）”的“12345”战略发展主线。建立了由公司高层经营管理团队组成的“公司决

策指挥中心”为中枢核心，由公司职能部门构成的“决策服务型后台”，由供应链中心、采购中心、

制造事业部、技术中心组成的“资源支持型中台”，由有机硅材料事业部、农业服务事业部、海外

事业部、无机硅事业部、金融事业部等组成的“前线作战单元”协同联动的组织形态，推动“战

略转型”落地，不断拓展上下游产业和海内外市场。公司由产品的供应商转向应用技术服务商，

由提供产品转向提供技术。 

（三）行业情况 

随着生产成本的提升，农化大公司重组步伐加快，产品生产集中度越来越高，农化行业格局

由原来分散的竞争逐渐转变为行业巨头间的抗衡。中国农化行业发展呈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和

科技兴农三个大趋势和发展方向。在这三个大趋势下，包含了植保飞防、制剂创新、并购整合、

农业专业化服务和数字化农业等小趋势。受环保、企业搬迁、市场需求量下降等因素影响，我国

农药原药表现出价格涨降幅大、时而断货时而充足等现象。中国农业将加速协调整合，加速现代

化进程，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兴农模式也将成为主流。 

有机硅行业增长，得益于 2018 年前三季度公司的主导产品有机硅销售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

有较大幅度上涨。公司内部积极优化经营策略，不断调整产品及客户结构，紧紧抓住国家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等政策机遇，通过产能最大化，供应链优化，把握市场节奏，产销量较上年同期相比，

有较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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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0,106,636,716.36 9,060,340,973.86 11.55 7,994,482,985.70 

营业收入 11,000,952,069.76 7,276,473,810.10 51.19 6,802,491,160.6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33,389,994.70 532,735,410.20 131.52 77,559,783.3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37,028,725.10 196,028,641.28 531.04 -100,086,434.8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648,393,874.93 4,496,186,223.02 25.63 4,021,279,329.7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25,241,059.49 387,570,271.14 164.53 620,105,696.5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8002 0.7695 133.94 0.114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7864 0.7654 133.39 0.114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4.38 12.51 增加11.87个百

分点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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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4,417,194.84 3,305,552,243 2,756,980,232.78 2,274,002,39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9,353,237.43 452,123,264.60 454,231,040.31 67,682,45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54,173,711.18 453,080,013.50 448,151,134.52 81,623,865.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5,040,669.62 459,700,147.90 354,099,403.84 346,482,17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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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0,80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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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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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101,725,800 14.41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   48,756,136 6.91   未知   国有法人 



有限责任公司 

王伟 -877,900 16,751,459 2.3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2,578,129 14,342,468 2.03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0,673,500 1.51   未知   其他 

季诚建 -550,000 8,279,359 1.1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陶胜政 64,800 3,986,830 0.5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林加善 -1,030,000 3,880,000 0.55 350,0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化农化有限公司   3,872,000 0.55   未知   其他 

姜永平 -380,000 3,390,059 0.48 350,0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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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战略规划清晰刻画，转型升级高度聚焦，核心优势深入打造，组织队伍不断

优化，企业文化全面落地，经营业绩大幅增长。荣获中国化工 500强、中国氟硅行业 30周年领军

企业、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百强，中国石油和化工民营企业百强第 48位等荣誉。报告期内，实

现营业收入 1,100,095.21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339.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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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年 10月 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执行新的企业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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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浙江新安迈图有机硅有限责任公司、泰兴市兴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新安(阿根廷)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绥化新安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新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新安进出口有

限公司、新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新安阳光（尼日利亚）农资有限公司、新安集团（香港）有限

公司、浙江同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维捷新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开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浙

江开化元通硅业有限公司、黑河市元泰硅业有限公司、阿坝州禧龙工业硅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新

安包装有限公司、浙江新安物流有限公司、浙江新安物流镇江有限公司、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

新安天玉有机硅有限公司、新安阳光（加纳）农资有限公司、新安阳光（科特迪瓦）农资有限公

司、新安阳光（马里）农资有限公司、宁夏新安科技有限公司、芒市永隆铁合金有限公司、山东

鑫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加纳金阳光矿业有限公司、AKOKO Goldenfields Ltd.、浙江励德有机硅



材料有限公司、泰州瑞世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原名泰州新安阻燃材料有限公司）、南京新安中绿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轩禾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江苏金禾植保有限公司、新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崇耀（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崇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Cinmax International LLC、建

德市新安植保有限责任公司、云南乡乡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丰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农飞

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安阳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信阳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夏邑县农

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濮阳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卫辉市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宿迁

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飞客湖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临沂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

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南县

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绥宁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飞客（江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海南霖田农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湖北农家富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随州农家富农资有限公司、襄阳和年丰农资有限公司和武汉农飞客植物保护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安迈图公司、泰兴兴安公司、新安阿根廷公司、绥化新安公司、新安创投公司、新安进出口公

司、新安国际公司、新安尼日利亚公司、新安香港公司、浙江同创公司、维捷新科技公司、开化

合成公司、开化元通公司、黑河元泰公司、阿坝州禧龙公司、新安包装公司、新安物流公司、镇

江物流公司、江南化工公司、新安天玉公司、新安阳光公司、新安科特迪瓦公司、新安马里公司、

宁夏新安公司、芒市永隆公司、山东鑫丰公司、加纳金阳光公司、AKOKO 公司、浙江励德公司、

泰州新安公司、南京中绿公司、四川轩禾公司、江苏金禾公司、新久融资公司、上海崇耀公司、

杭州崇耀公司、新安美国公司、新安植保公司、乡乡丰公司、江苏丰裕公司、农飞客公司、安阳

农飞客公司、信阳农飞客公司、夏邑农飞客公司、濮阳农飞客公司、卫辉农飞客公司、宿迁农飞

客公司、湖北农飞客公司、临沂农飞客公司、新疆农飞客公司、浙江农飞客公司、湖南农飞客公

司、南县农飞客公司、绥宁农飞客公司、江西农飞客公司、江苏农飞客公司、海南霖田公司、湖

北农家富公司、随州农家富公司、和年丰公司和武汉农飞客公司)等 61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