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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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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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797,01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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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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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亮 易旻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三路 288 号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三路 288 号 

传真 027-87002158 027-87002158 

电话 027-87002158 027-87002158 

电子信箱 hbforbon@forbon.com hbforbon@forbo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与业绩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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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营业务 

公司秉承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全球农业的发展使命，致力于成为世界“数字农业”新价值的创造者。通过深耕种植业产业链，

公司目标客户从全球肥料企业延伸到服务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公司业务重心从肥料助剂业务转向数字农业业务，致力于通过

知识产权授权、土壤大数据、农业传感器、物联网设备、特种肥料等来优化土壤、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作物估产、农

事管理等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推动种植业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 

（1）肥料助剂业务 

公司肥料助剂业务主要应用于全球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等肥料企业，与全球300余家大型肥料企业建立持续稳定

的合作关系，包括云天化、贵州磷化、心连心、史丹利、YARA、EuroChem、OCP等知名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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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收购荷兰诺唯凯、法国PST在中国、欧洲形

成两大业务中心，通过共享研发、采购及营销体系，新增了多孔硝铵添加剂产品线，法国PST产能计划于2021年之前完成不

低于90%的产能转移，加大国内与欧洲原材料的集团化采购，公司在东亚、东南亚、欧洲、北非、南美洲拥有较高的市场占

有率，公司已成为全球肥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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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料助剂是肥料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功能性材料。在肥料助剂领域，主要分为肥料功能助剂和植物营养助剂两大类，

肥料功能助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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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改善肥料产品品质、降低肥料生产能耗、增加肥料产品功能、提高肥料使用效率和减少环境污

染的作用；公司开发的植物营养助剂，为下游肥料企业产品创新、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成熟的产品创新方案。肥料助剂在肥

料行业的主要作用如下： 

 

（2）特种肥料业务 

基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端的精准分析，公司加大了新型肥料的研发力度并逐步进行产业化，基于肥料开发的平台

型技术，目前已经形成了圆颗粒钾肥、悬浮肥、土壤改良剂、植物营养母粒等主要特种肥料；基于土壤改良、生态环保的需

求，正在研发生物刺激素、中微量元素与传统肥料相结合的定制肥料，关注微生物、海藻萃取物等现代生物技术与特种肥料

的结合。通过与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建立股权合作或战略合作，将公司所拥有的资源、产能、品牌与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所

掌握的渠道相结合，通过农技服务切入到目标客户。2019年度，公司与烟台市供销合作社、李健、于创、曹伟成立烟台市首

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未来公司将继续通过与拥有农资渠道、农技服务的供销合作社、农机公司、农技公司或新型经营主体

成立合资公司，一方面，推动公司土壤CT快速检测、智能配肥机、增值肥料、土壤改良剂等垂直产品与服务的变现；另一

方面，以单品为目标，打通作物从测土、耕种、灌溉、施肥、田间管理、植保服务、产量预测到收割储存的全流程；以田块

为单元，使用3S技术、传感器、服务站等黑科技与服务终端为作物提供精准化的种植业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数据为基础，

连接土壤数据、灌溉数据、作物估产数据，实现种植管理方案标准化与农业投入品标准化，实现数据可获取与质量可追溯，

最终实现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化。 

（3）知识产权授权业务 

经过多年技术研发和生产实践的积累，已掌握多项行业领先技术，并形成以快速评价、材料遴选、材料改性、材料合成

及添加控制等技术为主的立体化技术优势；公司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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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新型材料的研究和应用，在肥料生产工艺改进、肥料创新掌握了大量的专利、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截至目前，公司已取

得国内授权专利142件，国外授权专利3件，另有百余件专利申请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已申请26件PCT专利，且有15

件PCT专利进入到欧洲、非洲等具体国家。 

全球300余家大型肥料企业与公司建立持续稳定的深度合作关系，对生产工艺优化升级、能源管理、产品创新存在较大

的市场需求，对精准施肥、水肥一体化、肥料增值存在明显的需要。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广知识产权授权业务，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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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工艺设计、专供设备、配套助剂等一系列产品与服务。 

（4）数字农业服务业务 

自2016年以来，围绕“以土壤为入口、以田块为单元、以数据为基础、以品类为目标”，逐步形成土壤检测评价、科学种

植规划、智能滴灌决策、水肥一体化、病虫害识别、作物估产分析、在线种植管理等产品与服务，实现标准化种植、标准化

产品、品牌化运营，实现提质、增产、节本、增效。公司控股子公司加拿大SoilOptix通过先进的伽马能谱仪传感器快速感知

土壤养分数据，提供土壤检测评价服务；公司参股子公司以色列Saturas通过茎水势传感器精确感知作物水分需求变化，依托

农业物联网传感器全面感知土壤、水分、气象、作物生长状态等农业生产要素，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耕地、播种、施肥、

病虫害与收储等农业生产环节进行智能预警和智能决策；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科迈研发的智能配肥机能够根据植物生长模型

和土壤检测评价数据等自动生产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肥料。随着我国5G正式商用，将对农业传感器、农业物联网等领域带来

深远的影响，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补齐产业链短板，满足新型经营主体对于节约人工、提升作物品质、增收收入的

痛点，为种植业提供一站式的数字化农场服务。 

公司正在打造的一站式数字化农场服务示意图如下： 

 

2、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的是“差异化产品+全程技术服务+自动控制系统”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以销定产，由营销团队面向全球客户

进行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再由公司研发中心、生产基地根据客户订单情况做出相应的生产计划，严格按照行业标准、工艺流

程开展生产活动。目前，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原材料采购、研发、生产、检测和销售服务体系。 

公司始终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建设有相对完善的营销网络，及时根据市场及

终端客户的需求，不断完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按照各个环节进行技术支持和经验指导，以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客户的满意

度和忠诚度。公司在行业内创新性地推出了PSC综合服务模式，即基于客户需求和目标定制配方产品（Product），根据化肥

企业生产工艺和品种结构制定整体技术解决方案（Solution），并以承包方式计价（Contractor），突破了传统的单向产品销售

关系，参与到化肥企业的生产过程中，与化肥企业结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共享信息流、技术流，提供长期的技术服务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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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有利于与客户达成创新共识和形成利益共同体。公司PSC业务模式如图所示： 

 
 

3、业绩驱动因素 

（1）新型经营主体持续增长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根植于农村，服务于农户和农业，在破解谁来种地难题、提升农业

生产经营效率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至2018年底，全国家庭农场达到近60万家，其中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达

8.3万家。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17.3万家，是2012年底的3倍多，其中县级以上示范社达18万多家。全国从事农业

生产托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达到37万个。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快速发展，总量超过300万家，成为推动现

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组织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生产，加强质量安全管控，注重产销对接，

促进了农业种养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据调查，全国返乡下乡

“双创”人员已达700多万人，大多领办或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其中80%以上从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产业

融合发展项目，50%以上运用了智慧农业、遥感技术等现代信息手段。 

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到2020年，家庭农场数量稳步增加，农民合作

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基本实现全覆盖，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市场化、专业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训普

遍开展，线上线下培训融合发展，大力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到

2022年主要指标如下： 

类型 指标名称 单位 2018年基期值 2022年指标值 

家庭农场 
全国家庭农场数量 万家 60 100 

各级示范家庭农场数量 万家 8.3 10 

农民合作社 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覆盖率 % 1 >80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 5.2 >5.5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 亿亩次 13.84 18 

覆盖小农户数量 万户 4100 8000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经营者参训率 % ≈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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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主体经营者 

（2）数字农业服务需求提升 

为加速城乡数字鸿沟弥合，促使数字技术的普惠效应有效释放，农业农村部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下发

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到2025年，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有力支撑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农业农村数据采集体系建立健全，天空地一体化观测网络、农业农村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农业农村云平台基本建成。数字技

术与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融合，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进展，管理服务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

农业数字经济比重大幅提升，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日趋完善。农业数字经济占农业增加值比重从2018年的7.3%增加到2025年

的15%，年均增速10.8%。积极建设农业自然资源大数据，利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高标准

农田上图入库、耕地质量调查监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设施农用地备案等数据，建设耕地基本

信息数据库，形成基本地块权属、面积、空间分布、质量、种植类型等大数据；推进种植业信息化，加快发展数字农情，利

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物联网等手段，动态监测重要农作物的种植类型、种植面积、土壤墒情、作物长势、灾情虫情，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升种植业生产管理信息化水平。加快建设农业病虫害测报监测网络和数字植保防御体系，实现重大病

虫害智能化识别和数字化防控。建设数字田园，推动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控制技术与装备在大田种植和设施园艺上的

集成应用，建设环境控制、水肥药精准施用、精准种植、农机智能作业与调度监控、智能分等分级决策系统，发展智能“车

间农业”，推进种植业生产经营智能管理。数字农业服务相关产业链如下： 

 

注：摘自中国农业大学《物联网之智慧农业》 

（二）行业发展阶段与公司行业地位 

1、肥料助剂行业集中度提升，公司已成长为全球综合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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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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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肥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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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形成了综合服

务供应商、外资品牌供应商、单一品类供应商的竞争格局，美国Arr-Maz自2019年5月被法国Arkema收购以后，肥料助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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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公司通过内生发展、海外并购与整合全球资源后，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全球综合服务供应商。 

2、数字农业行业方兴未艾，公司正成长为数字农业服务引领者 

数字农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大趋势，世界多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组织相继推出了数字农业发展计划。

2012年，孟山都花费2.5亿美元收购Precision Planting以及该公司的FieldView技术和FieldVIew Plus应用，该技术和应用可以对

大数据进行分析并提供种植建议；2013年，孟山都花费11亿美元收购The Climate Corporation，该公司主要利用天气等数据为

农民提供种植建议并提供保险服务，随后将精准种植应用 Precision Planting和播种及施肥指导应用Field Scripts均整合到The 

Climate Corporation的产品中，并于2015年正式推出了FieldView 平台，已成长为美国农场应用最广泛的农业数字平台，服务

农田5.5亿亩，农场主10万户。2020年2月，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

面小康的意见》提出，依托现有资源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加快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

网络、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目前，公司从2016年开始战略布局数字农业，加拿大soiloptix土壤检测评价服务与The Climate达成合作，以色列Saturas

在烟台苹果进行产业化推广，致力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数字农业服务，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效能、效益，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及公司技术优势的有力支持下，公司正成长为数字农业服务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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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582,026,992.12 576,648,824.11 0.93% 530,044,62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908,060.59 65,406,894.43 -6.88% 68,561,05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730,490.86 59,235,382.73 -14.36% 65,458,00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258,498.77 58,409,987.14 47.68% 41,032,206.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5 -16.00% 0.3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5 -16.00% 0.3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1% 6.87% -1.56% 9.1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514,657,796.75 1,477,241,382.11 2.53% 1,200,483,09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8,527,640.64 1,120,256,493.75 5.20% 783,930,132.1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3,752,839.03 183,192,351.33 160,108,382.84 84,973,41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65,863.61 30,553,353.89 19,814,903.72 -8,266,06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670,678.47 28,990,797.39 19,810,961.40 -16,741,94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81,623.74 13,887,927.42 19,228,632.24 75,623,5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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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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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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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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5% 93,820,080 0 质押 65,670,000 

武汉长江创富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78% 22,713,472 0   

上海有洲贸易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93% 17,312,000 0   

NORTHLAND 

CHEMICALS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5.87% 17,122,946 0   

上海窝竹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5% 5,700,000 0   

金昭 境内自然人 1.43% 4,160,000 0   

李跃福 境内自然人 1.24% 3,617,821 0   

杨丽娟 境内自然人 1.03% 2,998,000 0   

王坚宏 境内自然人 1.00% 2,910,900 0   

黄祥峰 境内自然人 0.87% 2,551,7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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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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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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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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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2019年度，公司处于转型发展期，新产品、新业务均取得突破性进展，肥料助剂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授权业

务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字农业服务日趋完善。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82,026,992.12元，同比增长0.93%；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0,908,060.59元，同比下降6.88%，主要是因为提升创新能力与盈利能力，公司加大了创新投入、

人才引进与数字化转型力度，具体如下： 

（1）公司在行业内技术领先，拥有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创新能力强，能够及时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及客户需求快

速研发技术领先的产品。基于公司优质的产品品质和强大的交付能力，公司取得了国内外300多家大型肥料企业的认可，为

公司开展肥料定制化业务、知识产权授权业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2）公司通过与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建立股权合作或战略合作，将公司所拥有的资源、产能、品牌与农业生产性服务

组织所掌握的渠道相结合，将圆颗粒钾肥、悬浮肥、土壤改良剂、植物营养母粒等主要特种肥料通过农技服务切入到目标客

户。2019年度，公司与烟台市供销合作社、李健、于创、曹伟成立烟台市首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未来公司将继续通过与拥

有农资渠道、农技服务的供销合作社、农机公司、农技公司或新型经营主体成立合资公司，为公司特种肥料业务增长铺平道

路。 

（3）公司围绕数字农业产业链继续布局黑科技，2019年参股以色列Fruitspec作物估产服务，与荷兰Alsys合作建设分析

检测机器人，与以色列Soli签署《引进以色列农业先进技术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完善公司数字农业产业链布局。 

（4）公司加强人才盘点与人才引进工作，建立数字化工厂，提升柔性化生产能力；开发BI报表，用大数据来提升公司

的生产效率与管理水平，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和提升组织能力。 

2、报告期内主要工作 

（1）加速数字化转型 

为加速公司主营业务从肥料助剂向知识产权授权、特种肥料及数字农业服务的转型与创新，公司于2017年开始打造基于

云端的移动信息系统平台，包括计划管理、采购管理、库存管理、订单管理、制造管理等9大模块；2018年基于App的CRM、

费用报销软件有效提升运营效率和客户互动；2019年，BI报表成功启用，积极打通设备、生产与运营系统的数字链接。围绕

公司核心业务，公司从市场反应速度、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敏捷交付能力等维度，系统的梳理销售、采购、生产及交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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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争取接单、配方、备料、生产、质检、物流、客户服务等每一个环节均实现数字化，实现人财物的无缝链接，提升公司

的创新能力，打造卓越的组织能力。 

（2）推进全球化整合 

根据全球磷矿资源分布与肥料新增产能分布情况，公司分别在俄罗斯成立了代表处和在摩洛哥成立了事业部，整合公司

优势资源，集中力量开发优质客户，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公司加大荷兰诺唯凯、法国PST在采购、研发、营销及财务领域

的整合，在保障产品质量稳定性的前提下，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集团化采购；聘请海外专家提升国内研发能力，加强新材

料产品的开发替代；全球化的营销网络为公司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在东南亚、非洲推广数字农业产品与服务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3）加强研发创新 

公司技术中心由助剂研发部、植物营养研发部、微生物研发部、黑科技孵化部、设备开发部、质控部、知识产权部构成，

已经形成与销售前台相匹配的研发体系，同时积极导入IPD集成产品开发体系。2019年度，公司研发投入达到1,846.30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为3.17%；获授发明专利2件，实用新型专利18件，PCT专利7件；研究制定植物营养助剂、土壤改良剂等产

品标准。同时，技术中心优化生产工艺，推动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加强产品质检工作，优化内部质量控制流程和检验方法，

提升产品稳定性与可靠性。 

（4）加强人才引进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人才盘点与精准选人工作，基于人才盘点结果，为持续优化公司人才结构，打造优秀人才供应链，

确保公司发展战略的落地，并实现“人尽其才，人适其岗，人岗匹配”；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与人才梯队建设，加强精准选人，

努力搭建素质优良、层次合理、专业匹配的人才队伍，有效支撑公司的战略布局与业务发展需要。2019年度，公司进一步加

强企业文化建设，确立了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全球农业的企业使命，致力于成为世界“数字农业”新价值的创造者，先公后私、

成就客户、奋斗担当、开放包容是全体员工需要具备的核心素质，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向心力，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5）规范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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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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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072,698.25 337,181,154.43 38.14% -0.17% -2.22%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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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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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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4月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并按照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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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2019年8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执行。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详见“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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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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