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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0                               证券简称：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19-21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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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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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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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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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田股份 股票代码 00217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宇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学府路 63 号联

合总部大厦 30-31 楼 
 

电话 0755-86578985  

电子信箱 zqb26584355@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的主业未发生重大变化，继续专注于高效复合肥、生物包膜肥、生态有机肥、缓控释复合肥、水溶

肥、矿物质肥及其它新型肥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相关农化服务。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化肥零增长”目标，从肥料利

用率方面进行技术创新，扩大优质矿物质复合肥、高效硝硫基复合肥在产品中的占比，提升产品科技含量，为用户创造价值。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形成了上百个复合肥配方，产品主要包括芭田系列、好阳光系列、哈乐系列、中美系列、中挪系

列、中俄系列等，基本涵盖了95%以上的国内主要农作物品种的施肥需求。公司产品既适应不同农作物、不同土壤、不同施

肥方式，又具备水资源消耗少、养分均匀、供肥平稳、肥力利用率高、肥效长、农业耕作简化等优点，满足了我国低消耗、

低污染、节水的现代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018年，依靠项目成果以及螯合集成骤冷成型工艺技术，实现冠肥产品批量

生产；通过热法选矿工艺技术研发生产以硝酸钙为主的硝酸钾钙镁肥系列产品。成熟的纳米水溶有机碳技术、禽畜粪便高效

发酵处理、 生物有机包膜技术、生物酵素、生物酶解海藻精华等专利群运营驱动黄金系列、松土系列、甜美系列、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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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等系列产品的产品升级及工艺技术创新升级。 

    （二）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及公司地位  

    1、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  

    公司所处的行业是复合肥行业。复合肥行业是国家重点支持行业，是保证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行业。目前行

业呈现以下特点： 

    （1）产能严重过剩。尤其是中小型低端复合肥产能严重过剩，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2）行业集中度低。目前国内复合肥生产企业数量众多，产能相对分散，行业集中度不高。 

    （3）优惠政策逐步取消，经营成本增加，环保监查等措施倒逼化肥行业节能降耗、提高效率。 

    （4）受原材料价格影响较大，产品价格波动明显。 

    随着国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以缓控释肥、硝基复合肥、水溶性肥料、微生

物肥料以及套餐肥等为代表的高效、环保新型肥料产品将获得迅速发展，是复合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方向。 

     2、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属于全国性的专业复合肥主要生产厂商之一，是国内复合肥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在技术、品牌和市场占有率方面

居国内前列地位，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  

    技术方面。公司拥有完善的产品研发体系、丰富的专家资源，专利申请和授权总量均排名行业前列；同时公司通过持续

优化全新的研发与创新管理体系来保证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持续提升。公司组建物联网技术团队，开发了多种简便实用的农

业物联网设施，为农户提供了新的种植体验。田间管理的农事互联网+平台，为农户管理自己的农作物种植提供了新的模式。 

    产品方面。公司致力于以提高养分利用率来推动行业产品升级，致力于以高科技发展推动中国的农业事业，产品定位始

终走在行业前端，产品养分利用率和产品结构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配合国家开展的高效节水农业，公司陆续研发出液体肥、

水溶肥新品种，适用于各种节水灌溉设施。贵州基地发挥当地的优势，生产的矿物质肥料及高效复合肥均在行业处于行业领

先地位。 同时，公司利用丰富的农业产业服务经验免费提供农化服务，深入开展服务田、种植匠活动，指导农民科学施肥，

普及科学种田知识和技能，大大增强了客户粘性。早在2009年，公司就已成为首批“全国农化服务中心”挂牌单位，与农业部

合作在全国各地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建立试验示范田，通过不断推广公司品牌，赢得用户口碑和依赖。 

    3.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国家最新政策层面看，2018年2月4日，农业“一号文件”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给予明确部署，明确指出到2020年，乡村振兴

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一号文件”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也给出了明确时间：到2035年，乡村振

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体现了国

家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上的决心，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新的生产技术发展现代农业、绿色农业，推进

农业的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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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290,837,622.

15 

2,066,846,145.

92 

2,079,370,439.

14 
10.17% 

2,011,743,929.

44 

2,000,751,262.

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237,847.87 

-100,789,122.0

5 

-103,701,522.4

1 
108.91% 89,536,926.33 63,062,14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17,849.16 

-105,291,803.8

2 

-110,204,204.1

8 
63.23% 75,965,898.00 49,491,120.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7,650,304.94 222,323,839.00 222,323,839.00 -20.09% 302,002,252.02 302,002,252.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4 -0.1132 -0.1165 108.93% 0.1019 0.07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4 -0.1132 -0.1165 108.93% 0.1019 0.07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4.90% -5.15% 109.32% 4.42% 3.1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2016 年末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532,884,490.

00 

4,661,817,515.

42 

4,603,817,699.

62 
-23.26% 

4,216,605,005.

18 

4,178,919,984.

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78,292,734.

69 

1,920,979,941.

05 

1,880,074,537.

02 
-0.09% 

2,057,370,962.

98 

2,019,377,959.

3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8 年 8 月 7 日，根据深圳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通知书》（深证局公司字〔2018〕26 号），

深圳证监局对本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工作。根据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5 号），经公司确认，对公司下列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具体内容详见《关

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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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741,558.11 663,949,864.58 550,238,772.58 690,907,42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756,730.02 31,823,749.90 2,285,342.25 -5,114,51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370,505.17 19,963,368.01 -24,316.05 -42,086,39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495,344.19 35,630,044.25 107,135,483.65 99,380,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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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7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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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培钊 境内自然人 29.08% 257,927,851 193,445,888 质押 193,420,000 

霍尔果斯纳水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94% 70,426,742 0   

黄林华 境内自然人 5.01% 44,432,345 44,432,345   

红塔红土基金

－浙商银行－

渤海国际信托

－芭田股份平

层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50% 13,266,998 0   

广东西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西域诚长稳

其他 1.49% 13,251,436 0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赢壹号私募基

金 

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睿

富二号 

其他 1.37% 12,180,000 0   

西藏自治区投

资有限公司 
其他 1.07% 9,448,104 0   

何昌进 境内自然人 0.83% 7,389,706 0   

上海里鹏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0.80% 7,100,000 0   

广州市康腾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知本复利

叁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3% 5,603,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黄培钊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林华为实际控制人黄培钊姐夫；黄淑芝、黄佩淑

分别持有霍尔果斯纳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黄佩淑为黄林华配偶、黄培

钊姐姐，黄淑芝为黄培钊妹妹，他(她)们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可能。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公司股东广东西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域诚长稳赢壹号私募基金通

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261,436 股，占公司总

股本 1.49%；公司股东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86,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5%；何昌进通过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389,706 股，占公司总股本 0.83%；上

海里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7,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80%；广州市康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知本复利叁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603,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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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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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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9,083.76万元，同比增长了10.17%，发生营业成本192,873.19万元，同比上升了8.81%，综合销售毛

利率为15.81%，与去年同期的14.76%相比上升了1.05%。全年发生管理费用13,512.69万元，同比下降了3.73%，销售费用

14,914.46万元，同比上升了2.68%，财务费用6,394.03万元，同比下降了21.06%，计提资产减值损失2,248.08万元，同比下降

了26.65%。实现利润总额为,1480.78万元，同比增长了113.4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923.78万元，同比增长了

108.91%，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及销售毛利率同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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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田复合肥系列 1,950,200,037.13 1,630,503,142.74 16.39% 13.24% 11.99%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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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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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923.78万元，较上年-10,370.15万元，增加了11,293.93万元，增长了

108.91%。主要原因：1、本报告期营业收入229,083.76万元，较上年207,937.04万元，增加了21,146.72万元，增长了10.17%，

相应毛利额增加了5,523.60万元。2、本报告期公司转让专利收入4,556.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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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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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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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

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2018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

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补

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列报等。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

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

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②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2017年12月31日之前列

报金额 

影响金额 2018年1月1日经重列

后金额 

备注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89,303,021.93 -89,303,021.9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9,303,021.93 89,303,021.93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6,138,617.10  16,138,617.10  

在建工程 12,045,147.72  12,045,147.72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278,507,550.00 -278,507,550.00   

应付账款 146,200,131.67 -146,200,131.6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24,707,681.67 424,707,681.67  

应付利息 33,743,778.61 -33,743,778.61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5,858,978.01 33,743,778.61 79,602,756.62  

管理费用 156,310,578.45 -15,942,064.11 140,368,514.34  

研发支出  15,942,064.11 15,942,064.11  

其他收益 11,627,643.62 237,323.58 11,864,967.20  

营业外收入 4,495,146.36 -237,323.58 4,257,822.78  

除以上政策变更外，本公司报告期其他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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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7日，根据深圳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通知书》（深证局公司字〔2018〕26号），

深圳证监局对本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工作。根据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5号），经公司确认，对公司下列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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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两家，分别是新设立的“韶关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和美加特

（深圳）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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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培钊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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