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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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周家海 工作原因 吴建华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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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定 2020 年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818,390,38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2.50元(含税)，公司 2020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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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安股份 60059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燕 敖颜思媛 

办公地址 浙江省建德市江滨中路新安大厦1号 浙江省建德市江滨中路新

安大厦1号 

电话 0571-64726275 0571-64787381 

电子信箱 jinyan3@wynca.com aoyan_sy@wync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作物保护、硅基新材料两个产业。 

作物保护：以助力“农业丰产、农民丰收”为目标，打造农业综合服务生态圈，提供全方位

的作物保护综合解决方案，形成了以草甘膦原药及剂型产品为主导，草铵膦、敌草隆等为补充的

除草剂，甲维盐为代表的杀虫剂，多菌灵、百菌清为代表的杀菌剂，信息素、性诱导剂为代表的

生物防控等多品种同步发展的产品群，以及水稻、小麦、玉米、柑橘、草莓、茶叶、槟榔等作物



的综合植保解决方案。 

硅基新材料：围绕单体合成，搭建从硅矿冶炼、硅粉加工、单体合成、下游制品加工的完整

产业链，形成硅橡胶、硅油、硅树脂、硅烷偶联剂四大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力通

信、消费电子、汽车配件、轨道交通、医疗健康、建筑材料、工业密封、新能源等国际民生各领

域，形成一批优势产品群,畅销于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拥有全产业链优势的有机硅企业。 

（二）经营模式 

公司是集硅基新材料和作物保护为一体的上市公司，围绕 “2+X”的业务航道（2：有机硅与作

物保护，X：高附加值延伸新兴业务）产业生态圈，以聚焦价值赛道、突破核心技术，实现业务领

先为发展思路，重点主攻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平台化、全球化五大发展方向，不断强化技

术创新、智能制造、全球化经营三大核心能力，以期成为硅基新材料和作物保护领域解决方案的

全球领先者。 

公司以“客户为中心”构建组织架构，资源、能力向作战前台倾斜，导向有利于迅速触达客

户、服务客户，满足客户需求，建立了由公司高层经营管理团队组成的“公司决策指挥中心”为

中枢核心，由公司职能部门构成的“资源后台”，由供应链中心、制造效能提升中心、技术中心、

采购中心组成的“能力中台”，由有机硅材料事业部、作物保护事业部、海外事业部、无机硅事业

部、磷基材料事业部、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等事业部与子公司组成的“作战前台”协同联动的

组织形态，共同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与战略落地。 

公司分产业模块展开销售：①作物保护的经营模式：原药采用外贸出口加制剂转化的方式进

行销售，制剂以出口为主，内销为辅，价格根据市场行情波动调整。公司全球化战略起步早、布

局合理，经过 30 年的市场耕耘，已构建覆盖全球的销售网络，农药产品登记涉及 90 个国家，2000

余个登记项目，全球注册商标 450 件，产品畅销全球。公司内销以农业服务平台为核心，成立多

个小前端销售单元，服务并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积极为终端客户提供农业整体解决方案。②硅

基新材料的经营模式：公司设置了专门的销售团队分别负责甲基单体及基础聚合物、特种单体及

衍生产品、弹性体、密封胶等大类产品销售，并通过杭州崇耀和浙江励德两个子公司分别负责改

性硅油及硅油二次加工品以及工业密封胶产品的销售。有机硅终端弹性体和密封胶营销部下面按

区域和细分市场配置小前端铁三角销售团队，围绕目标市场，持续丰富优化产品解决方案，提升

客户服务能力，各版块聚焦各细分市场品牌客户，做为重点商机，组建商机团队，以项目制跟进，

增厚客户界面，增进客户信任，持续推进产品进入品牌指定目录，增加合作的稳定性。同时，围

绕细分市场高端用户，各业务版块既有专业分工，又紧密协同，努力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产品

解决方案。③全资子公司新安进出口负责公司主要产品的海外市场拓展。目前，新安作物保护板

块超 8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销售，有机硅版块基础和终端各约 15%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 

（三）行业情况 

2020 年初，新冠疫情肆虐中国并逐步蔓延至全球，造成社会停摆、经济停顿，原先平衡的产

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被打破，众多行业和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当前，国内经济虽已基本

重回正轨，但全球经济的走向仍受疫情反复、地缘政治、贸易争端等众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国际

间经济循环受到阻隔，全球经济的系统性损伤修复尚需时日。随着疫情的逐步趋缓，欧美主要经

济体复工复产，全球持续推出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等因素刺激，全球经济复苏的意愿强烈。2020

年，公司所在的主要行业情况如下： 



农化行业： 

作为农业保障产业，农药需求今年总体受疫情影响有限，上半年春耕采购订单基本在疫情爆

发前已大部分安排到位，一季度，受春节长假、疫情限制复工等因素影响，国内主要草甘膦生产

厂家开工不足，3 月份开始，复工情况逐步好转，并趋于正常化，由于国内疫情爆发导致海外恐

慌性采购，带动上半年原药出口同比增长。二季度，随着国内疫情的控制，草甘膦企业保持高开

工率，总体供应情况好于一季度。三季度，受竞品禁用及粮食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草甘膦需求

端好于预期，产品价格逐步上涨；8 月份四川水灾导致同行业多家厂家停产，供给端出现较大缺

口，市场库存清空，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快速上涨。四季度，虽然停产厂家逐步复产，但是随着

冬储和春耕传统旺季的来临，各厂家订单量持续饱和，全行业库存持续低位，加上化工原材料价

格上涨的推动，草甘膦价格不断走高，并站上 3 万/吨高位。 

作为销售多年的成熟品种，目前草甘膦全球供需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未来几年基本没有新

增产能供给，而需求端受到转基因放开、各国重视粮食安全促进耕种与植保等政策因素的影响，

不排除有新增需求的涌现，或为草甘膦带来新的发展空间。近期全行业库存仍处在相对低位，原

材料成本高位运行，将在一段时间内支撑草甘膦价格在目前价格区间保持稳定。 

有机硅行业： 

上半年，受春节复工延后、疫情带来的交通运输受限等因素影响，有机硅上游行业开工率不

足，海外疫情蔓延导致传统下游行业需求疲软，出口量缩减，虽世界各国接连出台各种经济刺激

政策，但海外需求大幅萎缩导致一季度 DMC 价格持续下滑并处于历史相对低位。二季度受国内疫

情好转、国家内需政策刺激、下游复工复产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市场需求明显改善，内循环驱

动良好，有机硅单体企业均保持较高负荷运转，虽然价格持续低位运行，但是各大生产厂家去库

存情况良好，显示下游市场刚性需求回暖。三季度初，国内经济逐步恢复正常，国外上下游开工

不稳导致订单向国内转移，小家电、消费电子、医疗健康等产品的出口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有

机硅需求超出预期，销售价格逐步回升。四季度，同行事故导致行业供给紧张，推动有机硅产品

价格飙升，并一度上涨至 3 万/吨以上。 四季度末产品价格虽有回落，但是终端需求的增长不容

忽视，推动年后有机硅价格的再次上行。 

当前在国家强力推行内需政策的刺激下，国内市场持续挖潜空间，有机硅终端行业或将迎来

新材料迭代、新领域应用、进口替代等重要发展机遇。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将重点支持新型

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建设，5G 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

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领域的快速推动

与发展也将为有机硅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2020 年，在有机硅终端市场中，医用硅橡胶、新能

源电池灌封胶、汽配用胶、电子密封胶、阻燃硅橡胶等产品均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诸如硅胶口

罩、硅胶头盔、硅胶 LED 灯、新型日用硅胶用品等不断涌现的消费新市场也为有机硅行业的发展

打开了新的思路。疫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居家办公、健身与生活、互联网消费也带

动一批网红产品消费，内循环政策将国内有机硅民用消费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有机硅终端应用的

不断创新与拓展将有助于消化有机硅单体的新增产能，此外，随着疫苗的推出，全球疫情将逐步

得到控制，经济将恢复增长，而国家对安全环保要求的持续提升，对有机硅产能的释放仍将起到

一定抑制作用，2021 年有机硅的供需仍将有一个阶段的紧平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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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2,456,880,687.99 11,427,018,278.92 10,894,092,746.27 9.01 10,658,916,400.66 10,106,636,716.36 

营业收入 12,516,412,556.16 12,006,683,295.66 10,957,253,462.34 4.25 11,896,938,750.65 11,000,952,06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84,784,832.05 461,015,529.71 378,213,522.66 26.85 1,278,983,536.03 1,233,389,99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0,653,767.18 301,452,404.03 301,452,404.03 32.91 1,237,028,725.10 1,237,028,72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501,654,082.65 5,883,561,912.38 5,696,099,570.69 10.51 5,791,363,027.60 5,648,393,87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93,313,644.59 1,003,137,357.69 871,745,950.58 8.99 1,017,938,703.23 1,025,241,059.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79 0.5884 0.5394 27.11 1.6092 1.8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65 0.5914 0.5400 26.23 1.5990 1.78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0 7.80 6.67 增加1.80个

百分点 

22.32 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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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1,012,984.07 3,427,869,903.60 3,058,217,989.63 3,159,311,67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549,030.20 62,851,397.29 113,989,462.36 388,394,94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3,290,886.11 23,602,595.21 82,705,266.85 281,055,01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4,869,700.44 578,596,661.03 25,327,423.79 764,259,260.2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20 年 11 月，公司同一控制下合并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公司对合并财务报表的期初数及合并日前的当

期数进行追溯调整，同时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前期比较数据相应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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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7,96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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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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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101,725,800 12.43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83,200,000 83,200,000 10.17 83,2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 

0 48,756,136 5.96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166,375 23,382,424 2.86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 10,673,500 1.30   无 0 其他 

朱霄萍 1,281,436 10,520,600 1.29   无 0 境内自然人 



乔正华 3,263,698 8,900,898 1.09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季诚建 -500,000 7,779,359 0.95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迎水钱塘 2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10,298 7,115,891 0.87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5,328,000 5,328,000 0.65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东是否为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流通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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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疫情与外部复杂的经营环境，公司坚定目标，迎难而上，纵深推进全产业链布局与终端化战

略落地，把握节奏抢存量、优化结构创增量，内强管理挖潜力、整合资源增效益，实现营收利润

双增长，营收再创历史新高。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24.57 亿元，净资产 65.02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25.16亿元，归母净利 5.8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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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

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的规定，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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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浙江新安迈图有机硅有限责任公司、泰兴市兴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新安(阿根廷)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绥化新安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新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新安进出口有

限公司、新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新安阳光（尼日利亚）农资有限公司、新安集团（香港）有限

公司、浙江同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开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开化元通硅业有限公司、

黑河市元泰硅业有限公司、阿坝州禧龙工业硅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新安包装有限公司、浙江新安



物流有限公司、浙江新安物流镇江有限公司、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新安天玉有机硅有限公司、

新安阳光（加纳）农资有限公司、新安阳光（科特迪瓦）农资有限公司、新安阳光（马里）农资

有限公司、宁夏新安科技有限公司、芒市永隆铁合金有限公司、山东鑫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加

纳金阳光矿业有限公司、AKOKO Goldenfields Ltd.、浙江励德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泰州瑞世

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南京新安中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轩禾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江苏金禾植

保有限公司、新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崇耀（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崇耀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Cinmax International LLC、建德市新安植保有限责任公司、云南乡乡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江苏丰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安阳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夏邑县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濮阳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宿迁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飞客湖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临沂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南县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绥宁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飞客（江西）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安耕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海南霖田农业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湖北农家富农资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农家富农资有限公司、武汉农飞客植物保护有限公

司 、盐津县新安矿业有限公司、盐津柿子新生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安硅材料（盐津）有

限 公 司 、 杭 州 智 享 农 飞 客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新 安 加 纳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

MARCH LIMITED COMPANY 、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杭州传化迅安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新

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创为供应链有限公司、昆明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南昌农飞客农

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迈图公司、泰兴兴安公司、新安阿根廷公司、绥化新安公司、新安

创投公司、新安进出口公司、新安国际公司、新安尼日利亚公司、新安香港公司、浙江同创公司、

开化合成公司、开化元通公司、黑河元泰公司、阿坝州禧龙公司、新安包装公司、新安物流公司、

镇江物流公司、江南化工公司、新安天玉公司、新安阳光公司、新安科特迪瓦公司、新安马里公

司、宁夏新安公司、芒市永隆公司、山东鑫丰公司、加纳金阳光公司、AKOKO 公司、浙江励德公

司、瑞世特公司、南京中绿公司、四川轩禾公司、江苏金禾公司、新久融资公司、上海崇耀公司、

杭州崇耀公司、新安美国公司、新安植保公司、乡乡丰公司、江苏丰裕公司、农飞客公司、安阳

农飞客公司、信阳农飞客公司、夏邑农飞客公司、濮阳农飞客公司、宿迁农飞客公司、湖北农飞

客公司、临沂农飞客公司、新疆农飞客公司、浙江农飞客公司、湖南农飞客公司、南县农飞客公

司、绥宁农飞客公司、江西农飞客公司、江苏农飞客公司、徐州安耕公司、海南霖田公司、湖北

农家富公司、随州农家富公司、武汉农飞客公司、新安矿业公司、柿子矿业公司、新安硅材料公



司、杭州智享公司、加纳物流公司、MARCH公司、华洋化工公司、迅安科技公司、福建新安公司、

创为供应链公司、昆明农飞客公司和南昌农飞客公司)等 71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情况详见本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