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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0                              证券简称：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20-17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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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86,862,62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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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旷隆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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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学府路63号联合

总部大厦 30 楼 

电话 0755-26955688 0755-26955688-6112 

电子信箱 zqb26584355@163.com zqb26584355@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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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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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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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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质系列等系列产

品的产品升级及工艺技术创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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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278,503,336.24 2,290,837,622.15 -0.54% 2,079,370,43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06,781.53 9,237,847.87 230.24% -103,701,52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200,008.70 -40,517,849.16 135.05% -110,204,204.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5,767,009.03 177,650,304.94 207.21% 222,323,839.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4 0.0104 230.77% -0.11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4 0.0104 230.77% -0.11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 0.48% 1.10% -5.1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761,728,787.28 3,532,884,490.00 6.48% 4,603,817,69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17,652,447.67 1,878,292,734.69 2.10% 1,880,074,5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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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34,702.96 534,680,067.68 602,848,245.44 710,940,32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01,738.76 14,281,840.87 13,238,290.99 10,571,67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89,137.22 14,277,113.37 12,646,355.67 -2,439,831.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4,988,964.79 217,365,609.22 62,865,693.14 20,546,7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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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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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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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黄培钊 境外自然人 29.08% 257,927,851 193,445,888 质押 172,960,000 

来宾和君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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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35,658,172 0   

墨脱县诚长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6% 6,722,966 0   

卢迎晨  境内自然人 0.54% 4,802,000 0   

王倩倩 

  
境内自然人 0.43% 3,800,000 0   

刘巧玲 境内自然人 0.34% 3,015,801 0   

高智君 境内自然人 0.34% 2,994,100 0   

邓祖科 境内自然人 0.32% 2,841,000 0   

广东西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西域诚长稳赢

壹号私募基金 

其他 0.29% 2,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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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持有来宾和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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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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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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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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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7,850.33万元，同比下降了0.54%，发生营业成本188,555.10万元，同比下降了2.24%，综

合销售毛利率为17.25%，与去年同期的15.81%相比上升了1.44%。全年发生管理费用12,133.67万元，同比下降了10.21%，销

售费用11,546.70万元，同比下降了22.58%，财务费用5,378.41万元，同比下降了15.88%，计提资产减值损失4,065.40万元(剔

除沈阳希杰清算前亏损3,465.14万元后)，同比下降了80.84%。实现利润总额为3,443.38万元，同比增长了132.54%，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969.01万元，同比增长了221.40%，主要原因是销售毛利率同比上升及公司"退地补偿"收益,详见巨

潮网公告，公告编号：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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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730,402.15 358,711,926.90 18.49% -0.54% 12.2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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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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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重大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采用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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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9。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会计

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

整2019年1月1日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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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企业

需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工具投资需按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不可撤

销地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以及租赁应收款、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将持有的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于2019年1月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

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对比表：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成本计量 4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40,000,000.00   

于2019年1月1日，本公司财务报表中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

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对比表：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成本计量 4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 

40,000,000.00   

于2019年1月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项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8年

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9年1

月1日 

应收票据 200,000.00 -200,000.00   

应收账款 257,836,107.68   257,836,107.68 

应收款项融资  200,000.00  200,000.00 

其他应收款 19,130,563.20   19,130,563.2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

权投资 

40,000,000.00 -4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0,000,000.00   40,000,000.00 

于2019年1月1日，本公司财务报表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修订后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项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8年

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9年1

月1日 

应收账款 7,433,224.14   7,433,224.14 

其他应收款 1,974,186,022.12   1,974,186,022.1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

权投资 

40,000,000.00 -4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0,000,000.00   40,000,000.00 

于2019年1月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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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和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调节表： 

计量类别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

提损失准备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

提损失准备 

应收账款 26,992,759.89   26,992,759.89 

其他应收款 5,723,884.03   5,723,884.03 

于2019年1月1日，本公司财务报表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调节表： 

计量类别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

提损失准备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

提损失准备 

应收账款 451,750.09   451,750.09 

其他应收款 3,452,912.40   3,452,912.40 

②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号）。于2019年9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根据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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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

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③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

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根据准则的规定对于2019年1月1日至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进行调整。本公司首次执行该准则对财务报表无影响。 

（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25,270,031.30 125,270,031.30  

应收票据 200,000.00  -200,000.00 

应收账款 257,836,107.68 257,836,107.68  

应收款项融资  200,000.00 200,000.00 

预付款项 148,297,891.82 148,297,891.82  

其他应收款 19,130,563.20 19,130,563.2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296,352,771.05   296,352,771.05   

其他流动资产 53,865,776.22  53,865,776.22   

流动资产合计 900,953,141.27  900,953,141.2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000,000.00  -40,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20,380,226.09 120,380,226.0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0,000,000.00 40,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固定资产 1,285,778,433.15 1,285,778,433.15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在建工程 44,071,130.47 44,071,130.47  

无形资产 340,899,137.45 340,899,137.45  

商誉 68,364,503.92 68,364,503.92  

长期待摊费用 67,295,036.27 67,295,036.27  

递延所得税资产 81,541,405.31 81,541,405.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583,601,476.07 583,601,476.07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31,931,348.73 2,631,931,348.73  

资产总计 3,532,884,490.00 3,532,884,490.0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73,770,000.00 573,770,000.00  

应付票据 50,858,539.00 50,858,539.00  

应付账款 276,366,861.32 276,366,861.32  

预收款项 76,385,580.65 76,385,580.65  

应付职工薪酬 23,274,426.44 23,274,426.44  

应交税费 16,257,016.19 16,257,016.19  

其他应付款 112,833,485.39 112,833,485.39  

其中：应付利息 1,130,679.08 1,130,679.08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15,000,000.00 215,0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344,745,908.99 1,344,745,908.9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长期应付款  11,982,260.16   11,982,260.16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0,822,544.08  10,822,544.08  

递延所得税负债 443,832.49 443,832.49  

其他非流动负债  1,455,000.00   1,455,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274,703,636.73 274,703,636.73  

负债合计 1,619,449,545.72 1,619,449,545.72  

股东权益： 

股本 886,862,627.00 886,862,627.00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484,224,947.81 484,224,947.81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106,808,992.61 106,808,992.61  

未分配利润 400,396,167.27 400,396,167.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878,292,734.69 1,878,292,734.69  

少数股东权益 35,142,209.59 35,142,209.59  

股东权益合计 1,913,434,944.28 1,913,434,944.28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3,532,884,490.00 3,532,884,490.0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8,186,227.51 88,186,227.51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433,224.14 7,433,224.14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34,047,001.82 34,047,001.82  

其他应收款 1,974,186,022.12 1,974,186,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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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23,909,416.15 23,909,416.15  

其他流动资产 5,917,410.60 5,917,410.60  

流动资产合计 2,133,679,302.34 2,133,679,302.3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000,000.00    -40,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2,296,332,367.79 2,296,332,367.79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0,000,000.00  40,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9,398,830.91 39,398,830.91  

在建工程 5,254,883.86 5,254,883.86  

无形资产 2,147,987.38 2,147,987.38  

长期待摊费用 16,843,265.31 16,843,265.31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780,745.79 32,780,745.79  

其他非流动资产 530,289.66 530,289.66  

非流动资产合计 2,433,288,370.70 2,433,288,370.70  

资产总计 4,566,967,673.04 4,566,967,673.0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10,000,000.00   410,000,000.00   

应付票据  193,708,539.00   193,708,539.00   

应付账款  25,535,182.88   25,535,182.88   

预收款项  95,027.18   95,027.18   

应付职工薪酬 6,975,022.98  6,975,022.98   

应交税费 1,052,392.49  1,052,392.49   

其他应付款 1,576,796,056.02  1,576,796,056.02   

其中：应付利息  1,130,679.08   1,130,679.08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15,000,000.00   215,0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2,429,162,220.55 2,429,162,220.5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984,397.35   2,984,397.35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52,984,397.35 252,984,397.35  

负债合计 2,682,146,617.90 2,682,146,617.90  

股东权益： 

股本 886,862,627.00 886,862,627.00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482,398,031.15 482,398,031.15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102,097,308.14 102,097,308.14  

未分配利润 413,463,088.85 413,463,088.85  

股东权益合计 1,884,821,055.14 1,884,821,055.14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566,967,673.04 4,566,967,67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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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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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1家、无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

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

地 

注册地 业务性

质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

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深圳市芭田农业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 深圳市 化工 100.00  100.00 设立 

（2）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1家、无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

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

地 

注册地 业务性

质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

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沈阳芭田希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市 沈阳市 化工 68.00  68.00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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