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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1                             证券简称：雅本化学                             公告编号：2022-045 

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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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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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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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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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本化学 股票代码 30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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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爱军 朱佩芳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宁夏路 201 号 18 楼 D 座 上海市普陀区宁夏路 201 号 18 楼 D 座 

传真 021-51159188 021-51159188 

电话 021-32270636 021-32270636 

电子信箱 info@abachem.com info@abache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所在农药及医药行业发展状况及趋势如下：  

1、农药行业 

根据权威机构IHS Markit的报告，2020年全球作物用农药销售额（按出厂水平计）为620.36亿美元，同比增长2.7%。尽

管全球总的经济形势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但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较小，因为农业投入品的生产和供给大多不受封锁限制。

2020年，全球作物用杀虫剂的销售额为156.81亿美元，同比增长3.1%，占全球作物用农药市场的25.3%。在中东、非洲、亚

洲，虫害发生较重，尤其是蝗虫大暴发、草地贪夜蛾发生程度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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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是典型的产业全球化行业，具有明显的全球分工。按照业务内容，全球农化产业链大致可以分为新农药研发、生产、

贸易、产品登记和品牌运营、分销五大环节，跨国农化巨头往往重点抓住高附加值的新农药研发、产品登记及品牌运营两端，

引领新品类的开发方向亦或是拥有全球终端自主销售能力；中国企业大多以生产制造环节为主，扮演农化巨头原材料供应商

的角色。近年来，因新农药研发周期和费用上升，替代产品推广缓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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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推动了农药CDMO行业的发展，带动CDMO企业获得更多巨

头客户订单。 

2、医药行业 

受全球医药市场快速发展推动，在药品价格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出于成本控制考虑，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产业有向具备

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需要。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具有较好的原料药和中间体技术基础，成为承接全球原

料药转移的重点地区，推动了中国CDMO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的成本优势，与国内基础化工产业和劳动力供应的相对

成熟以及常规制药设备的配套齐全等因素一起，构成了我国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产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核心力。 

2019年我国医药中间体市场规模达1,996亿元，2020年我国医药中间体市场规模达2,090亿元，同比增长4.71%。我国作

为全球最大的医药中间体生产和出口地区，不仅受益于国内医药市场的发展，还受益于全球医药市场的发展，随着医学的进

步，国内乃至全球药品研发生产有望持续增长，医药中间体的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 

（一）公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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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 

2、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创新农药中间体、医药中间体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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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中间体的上游是石化行业，下游是农林牧渔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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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中间体的上游是石化行业，下游是医药、生物制

品行业，上游行业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而下游行业为民生基础行业，周期性不明显。 

4、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分类 主要产品 产品用途 

农药高级中间体及原药 氯虫苯甲酰胺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新型杀虫剂 

三氟苯嘧啶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新型杀虫剂 

三氟咪啶酰胺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新型杀线虫剂 

四唑虫酰胺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新型杀虫剂 

茚虫威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杀虫剂 

虱螨脲原药 用于加工成杀虫剂 

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 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 用于加工成抗病毒药物 

BAZI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抗癌药物 

CAZI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抗癌药物 

盐酸西他列汀原料药 用于加工成治疗糖尿病药物 

普拉克索原料药 用于加工成治疗帕金森疾病药物 

帕利哌酮原料药 用于加工成治疗精神分裂疾病药物 

西司他丁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肾肽酶抑制剂 

杜鲁特韦中间体 加工成抗病毒药物 

酶产品 酶制剂 应用于轻工、食品、化工、医药、农业以及能源、环保酶制剂环

境保护等方面 

ＮＭＮ 用于加工成一种膳食添加剂 

 

（二）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1、氯虫苯甲酰胺中间体 

烟酰胺→霍夫曼降解→氯化→重氮化→桑德迈尔反应→分离→肼合→环合→溴化→氧化→水解→中和→结晶→分离→

干燥→氯虫苯甲酰胺中间体 

2、三氟苯嘧啶中间体 

4,6-二羟基嘧啶→维尔斯迈尔-哈克反应→氢化→缩合→还原→萃取→结晶→分离→干燥→三氟苯嘧啶中间体 

3、三氟咪啶酰胺中间体 

DCTF→氨化→取代→环合→水解→中和→结晶→分离→干燥→三氟咪啶酰胺中间体 

4、虱螨脲原药 

2,5-二氯苯酚与六氟丙烯加成反应→硝化→氢化→异氰酸酯化→酰胺化→结晶→分离→干燥→虱螨脲原药 

5、茚虫威中间体 

苯甲醛与氨缩合反应→环合→酰化→水解→萃取→拆分«消旋→碱化游离→分离→还原胺化→萃取→浓缩→结晶→分离

→干燥→茚虫威中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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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 

异戊烯醇→乙酰化→甘氨酸乙酯盐酸盐重氮化→环合→水解→氧化→酸酐化→卡龙酸酐 

卡龙酸酐→酰胺化→还原→卡龙酸酐衍生物I →氧化→氰基化→醇解→结晶→精制→卡龙酸酐衍生物II 

7、BAZI中间体 

7-氮杂吲哚啉→溴化→氧化→精制→BAZI中间体 

8、CAZI中间体 

7-氮杂吲哚啉→氯化→氧化→精制→BAZI中间体 

9、盐酸西他列汀原料药 

三氟苯乙酸与丙二酸亚异丙酯→活性酯反应→与吡嗪盐酸盐缩合反应→转氨酶反应→成盐结晶→分离→干燥→西他列

汀原料药 

10、普拉克索原料药 

普拉克索中间体PRX-5→水解→成盐→游离→酰化→还原→成盐→结晶→分离→干燥→普拉克索原料药 

11、帕利哌酮原料药 

帕利哌酮中间体PAL-0→N-烷基化反应→成盐→游离→精制→结晶→分离→干燥→帕利哌酮原料药 

12、西司他丁中间体 

甘氨酸乙酯盐酸盐→不对称环化→蒸馏→氨解→结晶→分离→干燥→西司他丁中间体 

13、杜鲁特韦中间体 

巴豆酸→裂合酶催化反应→分离→还原→分离→蒸馏→杜鲁特韦中间体 

（三）公司主要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 

公司农药中间体所处产业链 

上游 公司所处行业 下游 

石油化工原料→ 农药中间体→农药原药→农药制剂→ 农林牧渔行业 

 

公司医药中间体所处产业链 

上游 公司所处行业 下游 

石油化工原料→ 医药中间体→医药原料药→ 医药生物制品行业 
 

酶制剂所处产业链 

上游 公司所处行业 下游 

淀粉，酵母膏，甘油→ 酶制剂、医药中间体→ 
轻工、食品、化工、医药、农业以及能源、

环保酶制剂环境保护等 

 

（四）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根据客户的需求，结合自身情况独立进行经营活动。 

1、研发模式 

公司目前拥有3大研发中心，由公司研发团队进行，研发由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优化、成果转化等几部分组

成。 

2、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原辅材料和非原料（设备、备品备件）统一由采购部负责采购。 

3、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由生产部组织实施。公司生产模式主要为定制加工，根据在手订单情况制定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公司基本上无

存货销售压力。 

4、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定制生产模式，公司定制产品将定向销售给定制客户。公司定制产品的定价为结合自身生产成本和利润要

求，与定制客户协商定价。定制产品价格主要取决于公司自行采购的原材料成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成本以及合理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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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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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3,806,025,067.11 3,963,340,487.18 -3.97% 3,579,067,76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74,390,029.16 2,050,933,253.39 6.02% 1,971,755,519.5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71,740,062.67 2,003,330,581.54 3.41% 1,664,423,79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849,264.51 161,014,430.01 12.94% 81,643,73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401,786.78 144,224,345.85 1.51% 114,690,62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2,704,008.77 338,139,531.54 25.01% 94,145,833.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05 0.1682 13.26% 0.08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05 0.1682 13.26% 0.08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2% 8.00% 0.62%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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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442,984.96 628,083,720.64 445,722,889.64 467,490,46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972,389.28 54,060,207.95 45,720,021.38 31,096,64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246,397.66 42,528,678.17 38,232,566.28 23,394,144.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84,530.55 192,113,013.58 183,447,781.19 64,327,7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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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6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24,141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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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山口市

雅本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12% 280,563,707 0 质押 123,870,000 

汪新芽 
境内自然

人 
6.75% 65,000,350 0   

张宇鑫 
境内自然

人 
4.25% 40,902,124 0   

蔡彤 
境外自然

人 
2.53% 24,376,051 0   

刘春清 
境内自然

人 
1.14% 11,011,4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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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 
境内自然

人 
1.00% 9,606,279 0   

杨自芳 
境内自然

人 
0.83% 8,000,000 0   

王博 
境内自然

人 
0.81% 7,755,118 0   

林腾光 
境内自然

人 
0.58% 5,601,993 0   

史亮 
境内自然

人 
0.55% 5,287,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阿拉山口市雅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东包括蔡彤、毛海峰、王卓颖、马立凡与自

然人股东汪新芽为公司一致行动人（蔡彤与汪新芽为配偶关系）。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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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市场形势，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着年初制定的年度工作计划，贯彻执行董事会的

战略部署，公司继续聚焦创新植物保护、医药及大健康产品，通过不断提升核心技术，推动管线产品工艺革新，深挖自有产

品潜力，保持了健康良性的发展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7,174.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1%；实现营业利润22,115.1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78%；实现利润总额21,864.5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184.93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2.94%。利润增长幅度高于收入增长幅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司进行了业务结构优化，医药业务收

入增加；另一方面，公司在精益生产管理上下功夫，做到增收更增利。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与原有客户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入。2021年9月29日，公司与国外客户续签了重大的为期三年的定制

农药中间体的生产服务协议。该协议的签署保证了公司2022-2024年三年内稳定的农药中间体销售收入、合理的营业利润和

较为充足的现金流，使得公司的高端定制业务得以长期发展。 

2、报告期内，公司围绕自有知识产权产品精耕细作。公司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积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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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储备了丰富的管线产品和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水平处于行业优势地位。依托公司的“技术+产品”战略，在加强技术

研发的同时，努力推动研发成果的转化，并在适当时机为公司发展注入新活力。例如公司于四季度逐步放量的抗病毒药物中

间体产品，为公司多年前开发的产品，因为市场变化沉寂多年，却遇到新的机遇得以恢复生产和销售，为公司增加利润贡献。

该抗病毒中间体产品只是公司众多管线产品中的一个，代表着公司的技术和产品积累已见成效，厚积薄发，行稳致远。 

3、报告期内，公司推进“核心工厂+协同工厂”的创新供应链管理模式，加强自有核心工厂与协同工厂的业务协同性，

充分利用协同工厂的区位优势，推进新项目建设，进一步激发规模效益，提升订单交付能力；同时，贯彻“技术+管理”战

略，公司通过信息化技术赋能协同工厂的管理，实现对协同工厂从生产计划、生产流程、采购成本、技术工艺、设备资源配

置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数字化管理，整合资源优势，强化精细化运营；同时继续加强杜邦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DSS的落实

和培训，为公司综合发展保驾护航。 

4、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为12,487.35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6.03%。近年来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一直

在6%左右，在同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2021年，公司研发活动取得明显效果，公司新授权专利3项；新申请专利39项，其中

发明专利15项，实用新型24项。公司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与专利申请，这与公司执行的“技术+”战略密不可分。公司提倡“技

术驱动业务，业务引领技术”的“双推动”业务模式，公司的新技术、新工艺往往与业务挂钩，与新产品产业化落地紧密相

连，做到“从业务中来，往产品中去”，为公司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5、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安阳艾尔旺新能源环境有限公司完成股份制改制，整体变更为河南艾尔旺新能源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份制改革有利于艾尔旺更好的发展环保业务，提升发展与创新速度，实现环保业务的做大做强，提升持

续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6、报告期内，公司推行全面预算管理，严格计划审批，严控预算外的支出，加强成本管控，提高运营效率和效益，落

实降本增效；公司继续强化现金流管控，有效充分地利用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源，保证公司业务发展所需资金的充裕，充分

防范流动性风险；同时，通过梳理业务流程、ERP管理软件的升级优化、严格的成本管控及良好的资金回笼等工作，促进公

司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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