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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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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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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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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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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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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本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5元（含税）。截至2021年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309,898,907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01,434,289.55元（含税）。本年

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16.48%。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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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农化工 60048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孝举 任杰 

办公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安桥路 

高新区大厦五楼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安桥路 

高新区大厦517室 

电话 （0514）85860486 （0514）85860486 

电子信箱 stockcom@yangnongchem.com stockcom@yangnong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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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1 年是农化行业遭遇诸多挑战、发生深刻变化的一年。回顾 2021 年，行业遭遇的重大挑

战有：一是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反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叠加拉尼娜等极端天气频发、全球物流成

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对农化产品的需求和行业发展构成一定影响。二是国内安全环保监管持续收

紧，随着中央环保督查的常态化，以及《安全生产法修正案》、《新固废污染环境防治法》、《长江

保护法》等一批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对农化行业安全生产和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 2021

年，我国首次提出“双碳”目标。10 月前后发生的全国能耗双控、企业限电限产，对农化企业高负

荷生产、长周期运行带来严峻挑战。同时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产品供应紧张，使农化企业经营

成本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四是国内农化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西北地区正成为新的农药企业集

中地，一批新建项目新增产能的逐步释放，加大了行业供给端压力，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同时农化行业发展也面临一些有利机遇。主要包括：一是疫情冲击下，各国加大了对粮食安

全的重视,粮食刚性需求带动了全球农药需求的稳定增长。二是国内转基因商业化种植政策的逐渐

放开，生物农药、数字农业等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农药行业的未来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三

是在新发展格局下，具有丰富产品结构、强大技术能力、本质安全及绿色低碳水平领先、上下游

配套完善、数字化优势明显的龙头企业将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 

    农药作为农产品保产增收的重要保障，是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长期以来，农药

对控制病虫草害、保护农作物安全生长、提高作物产量、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等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  

    公司主营业务为农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研发坚持仿创结合，涉及：创制农

药的研发、非专利农药的研发以及现有产品工艺的技术改进。公司在产原药品种近 70 个，涵盖杀

虫剂、除草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不同类别，其中，杀虫剂主要有拟除虫菊酯系列产品，

拟除虫菊酯产品分为卫生用药和大田用药，卫生用药主要用于室内蚊虫趋避消杀，是本公司的特

色品种。大田用药主要用于蔬菜、茶叶、果树等作物的害虫防治；除草剂主要有草甘膦和麦草畏

等品种；杀菌剂主要有氟啶胺、吡唑嘧菌酯等品种。植物生长调节剂有抗倒酯。公司销售分为原

药销售和制剂销售，原药销售主要针对下游制剂企业，制剂销售主要针对终端渠道和用户。 

    农药产品作为农作物刚性需求，具有较强的季节性。从用药时间看，农药制剂的使用旺季一

般在每年 3-9 月，原药市场旺季要早于制剂市场。本公司目前原药销售比重较大，因此上半年是

本公司销售旺季，第三季度收入将呈现季节性回落。 

    同时，农药行业受气候条件的影响较大，复杂多变的气候将影响农作物的种植，进而影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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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需求。本公司将努力丰富农药品种，做大农药市场，依托多品种、多市场对冲消化气候带来

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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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3,102,131,795.06 10,895,023,679.85 20.26 9,637,484,86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6,943,617,663.79 5,947,576,470.82 16.75 5,054,374,473.91 

营业收入 11,841,464,403.89 9,831,156,365.16 20.45 8,701,471,74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22,026,256.23 1,209,707,505.00 1.02 1,169,770,14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37,249,363.53 1,090,190,966.86 4.32 884,088,654.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54,021,876.52 1,377,511,002.39 5.55 1,370,154,497.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9.08 22.19 

减少3.12个

百分点 
25.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3.943 3.904 1.02 3.7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3.943 3.904 1.02 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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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7,660,042.47 2,974,749,759.03 2,559,196,450.43 2,599,858,15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44,368,200.69 347,067,227.51 224,070,898.35 206,519,92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460,825,740.69 308,843,724.36 218,565,034.65 149,014,863.8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5,783,858.56 457,448,042.20 531,180,275.87 -390,300.1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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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9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838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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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2,084,812 112,084,812 36.17 0 无   
国有

法人 

扬州福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070,810 17,012,013 5.49 0 无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864,370 9,617,846 3.10 0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3,275 8,076,518 2.61 0 无   
境外

法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79,127 7,013,630 2.26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590,361 6,000,000 1.94 0 无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高质量严选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671,043 4,837,585 1.56 0 无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八组合 896,579 3,472,853 1.12 0 无   其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0 2,990,531 0.97 0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新能源新材料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2,942,083 2,942,083 0.95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

达高质量严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易

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同为易方达基金

管理公司管理。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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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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1）经营业绩创造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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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药销售大幅增长，2021年在原药价格下跌的不利局面下，公司通过多产快销，以量补价，

实现原药销售额增长 13.2%。卫药市场在成本上升、竞争加剧、物流船紧价高等挑战下，着力强

化核心品种销售，精准实施调价策略，不断深化同行企业战略合作，积极开发新客户，拓展新渠

道，延伸新领域，同时继续加大外环境制剂销售；国内农药市场顶住市场供应波动大、主要农作

物用药减少、市场环境快速变化的压力，深化与龙头制剂企业的合作，采用组合销售促进多品种

销量增加，开拓优嘉三期、宝叶产品市场，打造新的增长点；国际农药在疫情蔓延、海运受阻、

成本上升、价格起伏的复杂环境中，深化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与协同，扩大核心品种销售，根据市

场变化调整产品销售模式，提升产品盈利能力，同时实施供应商融资方案，采用多种金融工具降

低回款风险和汇兑损失，助推业务增长。 

    中国植保稳中有进。2021年公司积极应对植保市场的复杂环境，发挥品牌制剂销售优势，抓

住需求上行的机遇，加强新品牌的推广，顺势调整价格，增强盈利水平；持续优化产品配方，抓

好种衣剂销售；借力新品上市，抓好植物营养产品销售；加大线上线下联动营销，全年中国植保

市场销售同比增长 7%。 

    贸易业务快速攀升。2021年公司加强核心产品战略采购，深化主要供应商战略合作，核心产

品销量大幅增长；强化市场销售与客户开发，美洲、东欧、中东非、亚太市场均实现强劲增长；

深化内部协同，多方面建立协同机制，促进交易稳定增长；大力开展自主登记，奠定扩大销售的

基础；与先正达签订东南亚分销业务战略合作协议。2021年海外贸易业务同比增长 93.4%。 

    2021年，公司获评 CAC农药出口二十强，在中国农化行业百强排名中继续位列第二，公司品

牌的行业影响力、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2）生产运营取得新的提升 

    2021年，公司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克服疫情、能耗双控等不利因素影响，通过密切产销衔接，

深挖装置潜能，实施瓶颈工序增产降耗激励，以多产支持快销，产量水平再创新高。与此同时，

公司从生产降耗、能源节支、维修与辅材费管理做好多点挖潜，通过实施技术优化、强化过程管

控，加大节能装备应用，降本增效取得显著成效。 

    2021年，新冠疫情、能耗双控叠加安全环保的严格监管，特别是基础原料普遍大幅涨价，对

供应保障和采购节支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司密切跟进原料价格动态，加强走势分析研判，合

理把控采购时机，采用避峰吸谷、成本核算、低价长约锁货、实施协同采购、推行集中议价等多

种方式，最大限度降低采购成本。 

    （3）科技创新获得累累硕果 



8 

    创制品种研发上多品种取得重要进展；原药工艺开发上完成多项产业化调试、工艺查定和技

术优化，在三废减排、产能提升、提质降耗、本质安全上取得明显成效；制剂产品开发上开展新

品调试和配方优化，实现了新品销售，在成本、药效、绿色环保等方面构建了新优势。 

    在创新体系建设上，公司加强顶层设计，抓好创新平台运行，抓好项目申报，加强知识产权

管理，做好标准化工作，加强对外技术交流、持续实施科技激励。2021年公司获得 6项科技奖项，

申请国内发明专利 75 项，PCT专利 5件，获得授权 40件，1项专利获中国中化专利金奖。 

    （4）工程建设实现快速推进 

    2021年公司围绕优嘉四期项目高起点设计、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高质量运营，专门成

立项目领导小组和相关专业组，打破部门和专业界限，相互协同、高效联动，精心组织，全速推

进，一手抓防疫，一手抓进度，高效完成第一阶段项目建设。 

    此外，沈阳科创全年实施多项工程技改，在清洁化改造、本质安全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优科植保在仓储能力和制剂产能上的得到进一步提升。 

    （5）QHSE工作展示良好绩效。 

    2021年，公司 HSE工作完成四个“零”目标。持续强化安全管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积极推进绿色低碳管理，不断提升三废治理和节能减碳水平。2021年扬农股份、优嘉公司获评“十

三五”石化行业环境保护先进单位。优科植保通过中国石化联合会“绿色工厂”审核。优士公司、

沈阳科创通过省级“绿色工厂”认定。优嘉公司通过重污染天气农药制造行业绩效 A 级企业的市

级核查，将取得江苏省重污染天气全厂停限产豁免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