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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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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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及转增股本。本次利润

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26 元（含税）。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

司总股本 83,005,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0,458,630元（含税），占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 30.09%。 

2、同时公司拟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公司

总股本 83,005,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转增股本 33,202,000 股，本次转股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116,207,000股。 

本预案尚需经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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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丰山集团 603810 ST丰山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汉存   

办公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西康南路1号   

电话 0515-83378869   

电子信箱 fszq@fengshangrou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农药原药、制剂及农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1988 年创立以来,公司形成了以氟乐灵、烟嘧磺隆、精喹禾灵、毒死蜱 4 大原药及其相应制剂

产品为核心的业务体系，销售涉及国内、国外市场。 

报告期内，由于供热公司停止供热及“3·21”特大安全事故的影响，公司原药生产设施从 4 月-10

月期间处于停产状态，于 10 月 25 日恢复原药生产。公司原药合成车间停产期间，为保证公司正

常经营活动，公司调整销售策略，暂时以制剂的生产与销售作为公司的核心。 

2、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在采购方面，公司施行统一采购的管理模式。所有的原料、中间体、溶剂及五金设备、办公耗材、

包装材料均由公司供应部统一协调采购。其中，原料、溶剂、中间体、包装材料由生产部根据市

场管理部的销售计划结合库存情况编制适时的采购计划，五金设备、办公耗材的采购计划则根据

需要由相应部门编制采购计划。上述采购计划均录入 ERP 系统，经部门负责人及分管领导审核、

总裁或董事长审批后由供应部实施采购。 

在生产方面，公司原药生产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公司市场管理部根据原药客户订货情况、

市场预测结果并结合公司库存，拟定生产计划及制定生产通知单，经审核后下发公司原药生产部。

原药生产部和品管部对通知单的可行性进行复核并签字确认，而后由原药生产部下发生产计划通

知单（包含数量、质量标准、包装要求、完工时间等）至原药合成车间组织生产，并负责生产的

调度和管理工作。品管部根据通知单的质量标准要求进行质量控制和产品检测工作，产品经过检

验合格后入库。总体来说，公司原药生产的季节性不明显，通常仅需根据市场需求和生产情况对

生产计划进行微调；公司制剂生产模式：制剂的终端需求存在季节性特征，制剂的销售走势也存

在较强的季节性。制剂销售的旺季通常集中在每年 3-9 月,在此期间，公司销售人员与客户沟通销

售订单，并将沟通情况提交市场管理部汇总审核，提前向市场管理部提交备货计划，再由生产部

根据备货计划及库存情况安排生产。对于市场销量较大的产品，公司一般每年 10 月份结合往年市

场销售情况，制定“冬储”生产计划，从当年 11 月至次年 2 月进行冬储生产备货。  

在销售模式方面，公司主要采取直销和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方式。公司的原药销售主要以直销模式

为主，直销模式有利于公司直接快速的掌握下游客户需求和市场变化，有利于提升公司在行业内

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而制剂销售主要以经销模式为主，经销模式下，公司依托经销商的市场渠

道进行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有利于产品快速进入销售渠道，降低直接销售费用以及自建营销网



络的资金压力和风险。 

目前，公司已形成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协同发展的销售格局，通过国际业务平衡国内业务的季

节性波动，减少国内农药销售淡季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其中，公司销售部主要负责原药产品

的国内销售业务，子公司丰山农化主要负责制剂产品的国内销售业务，子公司南京丰山主要负责

公司原药及制剂国外市场的销售业务。 

行业情况说明详见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关于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的相关说明，

报告期内及报告期后至报告披露日，公司商业模式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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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538,852,674.82 1,491,259,917.31 3.19 1,127,672,719.09 

营业收入 865,755,070.17 1,316,552,081.21 -34.24 1,259,225,62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4,758,894.90 138,785,929.78 -74.96 107,006,20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2,669,041.31 135,078,287.55 -83.22 99,795,49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101,923,394.43 1,108,683,202.89 -0.61 546,212,74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2,401,532.46 152,900,739.47 -19.95 198,488,219.4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3 2.14 -79.91 1.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3 2.14 -79.91 1.7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15 19.59 减少16.44个百分

点 

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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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131,974.88 298,432,271.84 66,850,454.74 136,340,36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3,243,530.58 29,670,700.43 -35,167,166.61 -12,988,16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48,922,708.14 26,859,974.92 -40,032,724.28 -13,080,917.47 



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578,068.24 25,159,992.80 -10,881,243.79 89,544,7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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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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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凤山 0 34,553,815 41.63 34,553,815 无   境内自

然人 

殷平 0 4,204,009 5.06 4,204,009 无   境内自

然人 

江苏高投创新价值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42,300 4,024,367 4.85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陈亚峰 40,000 2,511,952 3.03 4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江苏高投宁泰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6,200 2,453,799 2.96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江苏高投科贷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50,000 1,617,335 1.95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缪永国 0 1,235,976 1.4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顾翠月 0 1,235,976 1.4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王洪雷 0 1,177,946 1.4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单永祥 110,000 851,586 1.03 11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1、殷凤山与殷平为父女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同时也是公司



说明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江苏高投创新、江苏高投宁泰、

江苏高投科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南京毅达，为一致行动

人；3、陈亚峰与顾翠月为夫妻关系，是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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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6,575.51 万元，比去年同期的 131,655.21 万元下降 34.24%，实

现营业利润 4,383.61万元，比去年同期的 16,432.63 万元下降 73.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475.89 万元，比去年同期的 13,878.59 万元下降 74.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66.90 万元，比去年同期的 13,507.83 万元下降 83.22%，实

现基本每股收益 0.43元/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5%。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40.15 万元，比去年同期的 15,290.07 万元减少

19.9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291.66 万元，比去年同期的-31,692.20 万元变动

73.84%，筹资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9.28万元，比去年同期的 26,484.09万元减少 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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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是否合并 

备注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江苏丰山农化有限公司 3,000 100% 100% 是 是  

南京丰山化学有限公司 2,000 100% 100% 是 是  

上海丰山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200 100% 100% 是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