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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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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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

除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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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洋丰 股票代码 0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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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万炜 郑丽 

办公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月亮湖北路附 7 号 湖北省荆门市月亮湖北路附 7 号 

传真 0724－8706679 0724－8706679 

电话 0724－8706677 0724－8706677 

电子信箱 000902@yonfer.com 000902@yonf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磷复肥、新型肥料、磷酸铁、磷石膏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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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产业解决方案提供业务。 

    1.磷复肥业务 

公司在湖北荆门、湖北宜昌、湖北钟祥、四川雷波、山东菏泽、河北徐水、广西宾阳、

江西九江、吉林扶余、新疆昌吉、甘肃金昌以上十一地建有大型生产基地，具有年产各类高

浓度磷复肥约900万吨/年的生产能力、磷矿石90万吨/年生产能力，其中磷酸一铵产能185万

吨/年（含工业级磷酸一铵产能15万吨/年），配套生产硫酸270万吨/年、合成氨15万吨/年、

硝酸15万吨/年。 

公司产品覆盖磷肥（主要为磷酸一铵）、常规复合肥、新型复合肥三大板块多个系列。常

规复合肥依托综合性品牌“洋丰”、“澳特尔”，覆盖硫酸钾复合肥、尿基复合肥、高塔复合肥、

BB肥等多个品种；新型复合肥主要依托综合性品牌“洋丰”、“澳特尔”的子品牌，以及高端

特肥品牌“力赛诺”和专有品牌“乐开怀”，包括针对高附加值作物“高富专”专用肥系列、

采用欧洲经典工艺的“洋丰至尊”高端硫基复合肥、“洋丰正好”作物专用肥、“百倍邦”特

种肥料、“水白金”和“简惠”水溶肥、“水白金”倍速2.0高端水溶肥、“洋丰硫”生态级肥、

“锌磷美”中微量添加复合肥、“菌磷天下”复合功能性菌肥、“机多宝”有机-无机复合肥、

“洋丰-康朴”稳定性肥料、“逍道”硝硫基肥、“澳之蓝”水溶肥与海藻肥、“两相益”药肥、

“福康多”特种液体肥料等系列。“力赛诺”专注于功能肥料及特种肥料，“乐开怀”在兼顾

电商销售、种植大户、种植基地直销的同时，专注于提质增效系列产品。公司与德国康朴专

家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全面负责世界级品牌康朴®复合肥，包括诺泰克®、百富佳®、智农®

等子品牌在中国市场的推广销售，成功跻身国内超高端复合肥市场领域，在获得良好市场效

益的同时，有效提升了公司的整体品牌形象。产品系列在行业内最为完备齐全，能够充分满

足不同区域、不同作物在不同周期的生长需要。 

营销渠道方面，公司在全国建有37个销售团队，通过“一级代理直管、深度营销”模式

进行统一销售，并且根据地域差异、客户差异、季节差异、服务差异实行差异化营销模式，

持续创造渠道价值。技术服务方面，公司搭建了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西南大学、山东农业

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近20所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专家顾问团队，公司内部近200名农技师团

队以及基层服务团队组成的技术服务金字塔体系。公司现有一级经销商5,500多家，终端零售

商70,000多家，构建了“点面结合、纵横交错、重点突出、辐射全国”的市场体系，营销网

络稳定性好、执行力强，遍布中国内地所有省、市和自治区，在湖北、河南、吉林等农业大

省市场占有率稳居前列。 

2.磷酸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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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为丰富磷化工产业链的产品布局，抓住新能源市场发展机遇，满足国内外对新

能源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洋丰楚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先后在湖北

钟祥、湖北宜都投建磷酸铁生产基地，预计投资60亿元建设30万吨磷酸铁、15万吨磷酸铁锂

及相关配套项目。其中投资25—30亿元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格林美股

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分别设立合资公司建设20万吨磷酸铁及相关配套项目，拟以参股形式

投资格林美牵头建设的不小于10万吨/年磷酸铁锂项目；另与宜都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30亿元

建设年产10万吨磷酸铁、5万吨磷酸铁锂及配套10万吨精制磷酸生产线项目。项目建成后可以

扩大公司在磷化工产业链的经营规模，发挥与现有磷矿石、磷复肥业务的高度协同作用，巩

固公司在磷化工行业的领先优势，提升综合盈利能力。 

3.磷石膏业务 

磷石膏是湿法磷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其综合利用是摆在所有磷化工企业面

前的一道高难题和必答题，过去行业内几乎没有成熟经验。近年来，在国家“三磷整治”和

各地政府“以渣定产”要求下，公司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子公司——湖北新洋丰新型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专门负责磷石膏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与国内磷石膏研究领先的科研院

校合作共建产品研究中心，引进多名国内知名的专业技术人才，对磷石膏综合利用进行深入

研究和开发，通过技术和模式两方面的大胆创新和实践，高效助推公司磷石膏综合利用取得

快速发展。技术创新重点聚焦提纯石膏粉和球状水泥缓凝剂两个产品。公司与武汉工程大学

合作，引进磷石膏提纯技术，新建了国内领先的年产30万吨磷石膏提纯量产装置，经过系统

改造成功后又扩产扩能到90万吨，该技术在四川雷波基地和湖北宜都基地进行快速复制推广。

公司的球状水泥缓凝剂技术可以对新鲜磷石膏进行独特处理，处理后的产品在冬天完全可以

取代天然石膏或脱硫石膏，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模式创新即“我建园区你创业”的模式，

公司在荆门总部生产基地建设磷石膏绿色建材产业园，由公司出资完成征地并建设厂房、仓

库以及石膏粉煅烧生产装置后，对下游磷石膏深加工企业进行招商引资，目前园区内已经入

驻7家磷石膏终端产品生产企业，产品涵盖轻质隔墙板、石膏基自流平、轻质抹灰石膏、防静

电地板、砌块砖等系列，通过园区内企业使用公司生产的提纯石膏粉，较好带动了公司产品

在周边市场的销售。同时，公司还加快项目建设和市场开拓力度，在荆门东宝、荆门钟祥、

湖北宜都、四川雷波四个基地建设了多个磷石膏综合利用生产装置，组建了近五十人的营销

团队，目前公司磷石膏产品的销售范围已经覆盖全国十多个省市和地区。 

 4.现代农业产业解决方案提供业务 

公司在聚焦复合肥主业做大做强做优的基础上，紧跟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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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与现代农业的结合与应用，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优势，通过战略投

资和资源整合，在创新与资本的双轮驱动下，以内生发展和外延式扩张相结合的方式，向现

代农业方向延伸，通过主要水果品种的示范种植引导，将当地的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纳入到自

身产业体系之中，打通从农资生产到种植和农产品销售的全产业链，不仅可以增强客户的粘

性，提升公司复合肥销量，而且有望为公司打造出新的业绩增长点。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与上下游的关联性 

1.与上游行业的关联性 

复合肥行业的上游行业为基础化肥，即尿素、氯化铵、硝铵磷、磷酸一铵、氯化钾、硫

酸钾等，主要提供氮、磷、钾元素。从复合肥产品成本构成来看，用作原材料的基础肥料占

生产成本的比例超过80%，对复合肥产品成本及销售价格影响较大。其中，氮元素的主要提供

者为尿素和氯化铵，少部分来自硝铵、碳铵；磷元素的基础肥料主要为磷酸一铵，其价格发

展趋势主要受磷矿石、硫磺资源及磷石膏处理能力与成本的制约；钾元素的基础肥料为氯化

钾，我国钾肥产能有限，部分通过进口满足，因此钾肥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综上，上

游行业与复合肥行业关联度较高，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复合肥行业的生产、销售影响较大，公

司通过不断强化上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平滑原材料波动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2.与下游行业的关联性 

    复合肥和现代农业服务行业的下游行业为农业种植业，面向对象为经销商和农户，最终

消费群体为广大种植户，以种植户的需求为导向进行生产和服务。近年我国农村承包地确权

登记工作收尾，土地经营权的流动和转让推动我国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同时居民膳

食结构升级带动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农业生产对肥料（特别是新型肥料）和现代农业

服务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随着农民科学施肥观念的不断增长和新型肥料的普及，农业种植

业生产对复合肥的需求增长趋势将高于单质肥，且对复合肥的肥效提出更高要求。复合肥行

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与下游行业农业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3.主要产品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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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用途/性能 

磷酸一铵 该产品一般作追肥，也是生产三元复混肥最主要的优质基础原料；该产品广泛

适用于水稻、小麦、玉米、高粱、棉花、瓜果、蔬菜等各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

物；广泛适用于红壤、黄壤、棕壤、黄潮土、黑土、褐土、紫色土、白浆土等

各种土质；尤其适合于我国西北、华北、东北等干旱少雨地区施用；也用作生

产三元复混肥、BB肥的主要原料；工业磷酸一铵是一种很好的阻燃、

灭火剂，同时也用作磷酸铁锂前驱体原料等。 

 

氯基复合肥料 

氯基复合肥料是指添加了氯化钾或氯化铵等含氯的原料生产制造的肥料，氯离

子＞3%，适用于水稻、油菜、小麦、玉米、棉花等喜氯作物，可以提高作物的

产量和品质。 

硫基复合肥料 硫基复合肥料是指添加了硫酸钾或硫酸铵等含硫的原料生产制造的肥料，氯离

子≤3%，适用于烟草、甘薯、西瓜、茶叶等忌氯作物，也适用于果树、蔬菜等

喜硫的经济作物，可以明显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尿基复合肥料 尿基复合肥料是指以尿素为主要氮源生产制造的肥料。尿基复合肥的pH值呈中

性，对土壤、作物的适应性强，用途广泛，大量的应用于各类大田作物和经济

作物。 

硝基复合肥料 硝基复合肥料是以硝酸铵为主要氮源生产制造的肥料。硝基复合肥料含有硝态

氮和铵态氮，速溶速效，适用于烟草、玉米、瓜果、蔬菜、果树等经济作物。 

掺混肥料 掺混肥料是由氮、磷、钾三种元素中，至少有两种标明量的，并由干混方法制

造而成的粒状肥料。掺混肥料配方灵活、适用性广，大量的应用于各类大田作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物和经济作物。 

专用配方肥料 作物专用肥是根据区域土壤状况和作物的需肥特点，将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等

营养元素进行科学配比，生产制造出专用的配方肥料，供该区域特定的作物使

用。 

水溶肥料 水溶肥料是一种可完全、迅速溶解于水的水溶性固体或液体肥料，具有易被作

物吸收，可用于灌溉施肥、叶面施肥、无土栽培、浸种蘸根等。它能迅速地溶

解于水中，更容易被作物吸收，而且其吸收利用率相对较高。水溶肥料广泛应

用于喷灌、滴灌等设施农业，实现水肥一体化，达到省水、省肥、省工的效能。 

缓控释肥料 缓控释系列肥料是采用外包裹缓控释或者内添加缓控释的方法，生产制造出具

有养分释放速率缓慢、释放期较长等特点的肥料，该肥料可满足作物的整个生

长期对养分的需求。同时减少施肥用工，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 

有机肥料 有机肥料是将多种有机原料经过发酵腐熟后生产制造而成的、含有大量有机质

的肥料。有机肥料具有改良土壤、培肥地力、提高土壤养分活力、净化土壤生

态环境、保障农作物产品优质高产高效益等特点。 

微生物肥料 微生物肥料是由一种或数种有益微生物经过培养发酵而成的生物性肥料。微生

物肥料具有改良土壤、培肥地力、抗病抗逆、提高作物品质等作用，广泛用于

各类经济作物和大田作物。 

特种肥料 特种肥料是采用特殊材料和特殊工艺生产出来的，具有特殊功效的肥料。特种

肥料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可以解决特定区域的作物或土壤存在的特定问题。 

磷酸铁 又名磷酸高铁、正磷酸铁，是一种白色、灰白色单斜晶体粉末。是铁盐溶液和

磷酸钠作用的盐，其中的铁为正三价。其主要用途在于制造磷酸铁锂电池材料、

催化剂及陶瓷等。 

 

（三）主要产品生产流程图 

1.磷铵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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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尿基复合肥生产工艺流程 

 

 

3.硫基复合肥生产工艺流程 

 

4.高塔复合肥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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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掺混肥料（BB肥）生产工艺流程 

 

（四）公司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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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过程所需原材料包括尿素、氯化铵、氯化钾、合成氨、硫磺、磷矿石等，公司

采取“集中采购、统一调配”的采购模式，首先汇总各生产单位采购计划，统一安排采购活

动，并根据各生产单位所辐射的供应商和运输半径进行调配，最大限度降低采购成本，提高

采购效率。由于下游用户存在季节性采购的特点，使得复合肥行业销售淡、旺季特征明显，

在复合肥销售旺季，上游氮、磷、钾等单质肥原材料供应紧张且价格上涨。因此，为了降低

采购成本，保证复合肥原材料供应，公司采取淡季低价储备，错季采购的策略。 

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具体操作是：由物资供应部负责统一管理，物资采购原则上以产定供，

采购计划由各生产单位根据生产调度指令编制，生产调度部审核统一汇总提交物资供应部；

物资供应部将根据供应商数据库选择供应商，根据客户订单及生产经营计划采用持续分批量

的形式向供应商实施采购。 

2.生产模式 

生产管理中心根据工艺过程确认重点并编、审、批工艺操作规程；对于常规产品，由销

售部门根据销售及库存情况向生产单位下达生产计划；对于非常规产品，孵化新配方由研发

部门/销售部门提出配方需求，分管领导批准后，生产调度部和财务管理部核算成本，销售部

下达生产计划。分管生产领导根据销售部的生产计划，全面组织调度生产。各生产厂按下达

的计划配方组织生产，确保产量达到生产调度部下达的标准，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生产管理中心组织质量分析会，利用适当的方法对生产过程的能力及产品质量现状进行分析、

评价，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指导并监督执行。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的终端客户为广大的农民用户，由于终端客户分布较广，销售模式主要采用经

销商销售的模式。具体而言，通过“企业→经销商→零售网点→农户”这样的层级结构，将

产品送到农户手里。公司建立完善的销售体系，内部组建销售团队对销售人员直接管理。销

售人员负责所辖区域的产品销售及指导，并且对所属辖区经销商及零售网点进行管理。随着

科学施肥、平衡施肥、农化增值服务观念的深入人心，逐渐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销售管理体系由销售部、市场部、技术推广部、物流管理部以及37个销售团队组成。销

售部执行董事会审定的销售计划，全面管理、指导、检查、督促运输部门及各销售团队在市

场调研、拟订销售工作计划、市场开发和维护、经销商的管理和技术支持、货物进出等方面

的工作；市场部、技术推广部、北京新型肥料研究所和荆门新型肥料研发中心在售前、售中、

售后提供技术、服务支持；各销售团队及办事处做好产品销售、广告宣传、货款回笼、网络

建设、售后服务、客户评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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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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3,137,349,4

48.55 
11,330,011,9

25.59 
11,665,896,2

00.78 
12.61% 

9,718,081,27
5.16 

9,998,650,58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963,121,66
9.89 

6,921,863,85
7.06 

6,977,567,15
5.72 

14.12% 
6,510,387,85

8.70 
6,579,202,61

1.8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1,801,526,6

09.22 

10,068,533,1

77.44 

10,068,533,1

77.44 
17.21% 

9,327,498,43

0.06 

9,327,498,43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09,692,80

8.43 

954,762,904.

92 

943,458,935.

89 
28.22% 

651,053,895.

47 

646,839,080.

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2,642,80

6.28 

920,333,859.

66 

909,011,890.

63 
30.10% 

638,718,721.

81 

634,584,559.

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35,119,104.

30 

2,432,504,20

1.33 

2,571,177,39

9.04 
-86.97% 

1,505,624,08

6.66 

1,586,021,01

4.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6 0.75 0.74 29.73% 0.50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 0.75 0.74 28.38% 0.50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0% 14.19% 13.90% 2.40% 10.1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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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072,840.91 3,393,334,391.33 2,834,098,437.45 2,263,020,93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743,238.01 360,486,287.76 349,713,036.47 158,750,24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7,027,064.80 355,949,953.62 346,997,267.04 142,668,520.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81,655.69 1,280,784,788.50 -1,232,620,035.46 280,772,6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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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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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6,57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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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洋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53% 620,076,476 58,062,998 质押 100,000,000 

杨才学 境内自然人 4.55% 59,304,470 44,478,352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瑞文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39% 44,257,0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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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53% 19,966,600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7% 15,201,934 0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瑞信

稳健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4% 13,574,114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

大制造两年

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3% 9,500,000 0   

杨才斌 境内自然人 0.68% 8,903,846 8,903,846   

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三零

三组合 

其他 0.66% 8,652,045 0   

杨华锋 境内自然人 0.64% 8,404,856 6,303,642 质押 4,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杨才学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杨才学与杨才斌系堂兄弟关系；杨才学与杨华锋

系叔侄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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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21 年公

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

债券 

洋丰转债 127031 
2021 年 03 月 25

日 

2027 年 03 月 24

日 
99,995.79  0.3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

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未到付息日。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洋丰转债将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支付第一年利息，计息期间为 2021 年 3 月 25 日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为 0.30%（含税），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0.30 元人民币（含税）。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2021年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洋丰转债”（债券代码：127031）进行跟踪评级：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可转换公司

债券信用级别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37.42% 38.47% -1.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18,264.28 90,901.19 30.1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9.28% 37.58% 1.70% 

利息保障倍数 38.25 59.91 -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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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才学  

                                               202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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