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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75                           证券简称：中旗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8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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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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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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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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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10,5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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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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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旗股份 股票代码 30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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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阳 徐利 

办公地址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长丰河路 309 号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长丰河路 309 号 

传真 025-58375450 025-58375450 

电话 025-58375015 025-58375015 

电子信箱 info@flagchem.com info@flagche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在农药行业国际国内发展状况及趋势如下： 

1、全球农药行业情况  

2020年以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给全球农化行业发展增添了诸

多不确定性，诸如消费需求变化、产业链中断、以及持续的贸易战和汇率影响。尽管如此，

农药产品需求相对刚性，疫情蔓延和经济衰退对农药行业整体影响有限。根据世界农化网报

道，Phillips McDougall预计2023年作物用农药市场可达667.03亿美元，2018—2023年复合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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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达3%。  

随着国际农药巨头新一轮兼并重组完成，全球农药工业新的格局已经形成，以先正达集团、

拜耳、巴斯夫、科迪华为第一集团的跨国公司在发展模式上具有科技创新、全产业链、产品

种类丰富、一体化、国际化等特点。他们主要专注于制剂生产及新产品的开发，形成农药创

制的垄断局面，从而巩固其在全球农药市场的优势地位。同时，我们也看到，因新农药研发

周期和费用上升，非专利药比重不断上升，农化巨头在继续投入研发费用开发专利农药的同

时，也扩大外包力度来提升盈利能力。从而带动中间体和原料药企业获得更多巨头客户订单，

市场份额不断提升。预期未来，具有竞争优势的原药企业的发展空间将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2、国内农药行业总体情况  

农药生产过程涉及多种性质原辅料、中间产品、污染物类别多、污染相对较重，国家及各个

省份均出台了相应政策以约束、管理化工及农药企业。国家层面，以颁布的《农药管理条例》

和《2020年农药管理工作要点》为例，其中明确指出，在生产环节，严格准入条件，优化生

产布局，控制新增企业数量，督促相关农药企业按照规定进入化工园区或工业园区，鼓励发

展高效低风险农药，淘汰高污染、高风险的落后产能，引导农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严把

农药生产许可延续关，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申请或者不符合农药生产企业条件要求的，不予

生产许可延续。鼓励企业兼并重组，退出一批竞争力弱的小农药企业。地方政府层面，以化

工及农药大省江苏出台《江苏省化工行业整治提升方案》为例，其中对化工园区数量及治理

布局、新增化工企业数目的控制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国内化工行业环保标准将持续提升，

中小企业进入的难度增大，对供给端形成长期约束，优质企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 

根据2020年12月18日发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是2021年要抓好

的重点任务，内容提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牢牢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以及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

提高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等。 

我国农药的生产能力与产量处于世界前列，产品质量稳步提高，品种不断增加，已形成了包

括原药研发、生产和销售等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2020年，我国农药出口创下了近十年来最

好历史水平，根据中国化工报2021年2月报道，2020年我国农药出口实现了两位数大幅增长，

农药出口数量239.5万吨，同比增长29.3%，出口金额为116.8亿美元，同比增长14.6%，在国

际市场所占份额进一步提升。  

随着国内化工行业安全和环保整治工作从东部地区往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推动深化，行业领先

企业安全环保更为规范，技术改进力度及投入不断增加，生产连续化、自动化逐步升级，整

体创新能力逐步提高，持续运营能力和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强，有利于未来我国农化行业整合

速度加快，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所处的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中的C26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新型高效低毒农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3、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报告期，公司处于成长发展阶段。农药行业的上游是石化行业，下游是农林牧渔行业及卫生

领域，上游行业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而下游行业存在一定的刚性需求，

周期性不明显。 

公司在氯氟吡氧乙酸、噻虫胺、虱螨脲等诸多细分产品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荣获由中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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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颁发的2019年中国石油和化工500强企业、2019年中国石油化工民营企业

百强的证书、2019年度石油和化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证书和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颁发的

2020年中国农药行业销售百强企业的证书。 

4、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主要产品为化学农药。化学农药主要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和其他

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的调节、控制、影响植物和有害生物生长代谢、发育、繁殖的作用。具

体如下： 

 

分类 主要产品 主要用途 

农药原药 氯氟吡氧乙酸 用于加工成除草剂 

炔草酯 

氰氟草酯 

虱螨脲 用于加工成杀虫剂 

噻虫胺 

农药制剂 高效氟吡甲禾灵乳油 直接田间终端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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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861,749,308.55 1,569,075,036.16 18.65% 1,649,849,48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187,719.89 149,762,694.22 31.00% 209,158,53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732,312.64 145,452,313.42 13.94% 205,400,73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013,995.90 254,973,691.39 25.51% 280,165,159.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2 1.13 25.66% 1.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8 1.13 30.97% 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7% 12.18% 2.19% 19.0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540,212,366.99 2,240,386,397.11 13.38% 2,238,334,86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57,503,003.93 1,282,236,643.49 13.67% 1,197,173,4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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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920,913.02 549,705,134.44 417,816,021.00 437,307,24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171,426.22 73,645,865.00 26,918,695.53 45,451,73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973,226.45 66,751,675.62 23,940,049.71 27,664,431.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56,916.97 113,559,355.11 -32,056,785.97 247,868,3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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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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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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耀军 境内自然人 28.78% 39,736,620 0 质押 10,700,000 

周学进 境内自然人 9.27% 12,796,460 -4,210,300   

张骥 境内自然人 5.74% 7,920,000 0   

国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四二一

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1% 3,322,090 3,086,09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优企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2% 3,200,460 3,200,460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泰聚信价值优

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7% 3,000,000 3,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融通动力先

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4% 2,538,475 -235,000   

张然 境内自然人 1.42% 1,966,000 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

丰晋信智造先

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7% 1,889,793 1,889,793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6% 1,736,300 1,736,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吴耀军与张骥为夫妻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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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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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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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尽管2020年上半年经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半年因应江苏省化工行业整治对化

工企业安全环保工作制定的高标准实施了多个技改提升项目，产能未能充分释放，人民币急

剧大幅升值，但由于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强，市场需求旺盛，团队克服各种困难，最终公

司经营业绩仍然实现了一定的增长，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实现营业收入186,174.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8.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9,618.7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1%。 

2、安全环保工作情况 

公司一贯以生产运营的安全环保作为重中之重，积极采取各项措施，致力于持续提升安全环

保表现。报告期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但随着全社会对安全环保问题关注度的提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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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环境日趋严格，对企业安全生产和环保行为规范要求越来越高，对公司来说既是压力，更

是机会。 

3、项目建设情况 

宁亿泰项目已经取得了建设用地和环评批复，正在按照计划有序推进。 

4、技改项目情况 

公司实施了一批技术改造项目，达到预期的提高产能、节能降耗、减少排放、改善现场工作

环境的目的，收到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5、技术研发创新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获得53件专利权证书（31件发明专利和22件实用新型专利），另有67件专利

申请已被国家专利局受理。 

6、团队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情况 

公司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大力推进团队建设，吸引外部人才汇聚，加强内部人才培养，

一大批员工迅速成长起来，走上各级管理岗位。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才吸引力及凝聚力，将进

行员工激励方案的探讨，适时推出方案供董事会审议。 

经过持续努力，公司以发展愿景、使命、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文化深入人心，围绕企业

文化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升了员工的凝聚力，改善了管理者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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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原药 1,150,440,808.31 307,564,866.59 26.73% 13.48% 11.42% -0.49% 

农药中间体 179,125,028.43 57,063,907.64 31.86% 29.14% 33.8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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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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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

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

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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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一个控股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2019年末持股

比例 

2020年末持股比

例 

本期取消合并范

围原因 

1 安徽安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和生物 51% 0% 股权出售 

 

新增三个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江苏中旗作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 中旗作物保护 60% 投资新设立 

2 江苏鸿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鸿丰股权投资 100% 投资新设立 

3 安徽宁亿泰科技有限公司 宁亿泰 97% 投资新设立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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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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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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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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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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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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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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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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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