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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3                                      证券简称：亚钾国际                                      公告编号：2022-090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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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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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钾国际 股票代码 00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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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冰燕 姜冠宇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6 号广州
周大福金融中心 51楼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6 号广州
周大福金融中心 51楼 

电话 020-85506292 020-85506292 

电子信箱 stock@asia-potash.com stock@asia-pota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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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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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763,621,438.74 229,388,757.74 229,388,757.74 66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96,555,220.20 506,637,768.33 506,637,768.33 11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91,819,135.21 29,633,434.06 29,633,434.06 3,58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81,055,483.43 76,801,742.03 76,801,742.03 91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9% 12.77% 12.77% 8.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956,053,797.96 5,554,662,919.75 5,555,391,560.54 2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938,491,414.70 4,609,063,246.01 4,610,077,974.63 28.8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通知（财会【2021】

35 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 15 号”），明确“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

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企业应当按照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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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3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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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生产
资料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15% 144,913,793    

牡丹江国富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11.05% 83,649,277    

新疆江之源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94% 60,086,206  
质押 58,086,206 

冻结 18,025,861 

上海劲邦劲德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47% 56,551,724  质押 34,630,400 

广州东凌实业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72% 50,860,000    

上海凯利天壬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4% 28,275,862  质押 23,275,862 

上海联创永津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7% 19,439,655    

天津赛富创业
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7% 19,439,655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1.47% 11,13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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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智伟至信商务
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3% 7,068,965    

金诚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3% 7,068,9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凯利天壬与新疆江之源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报告期内，凯利天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3,275,862股，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0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8,275,862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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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基本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

回复 
2022年1月1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海外仲裁事项的进展 2022年1月18日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停牌 
2022年1月26日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未获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 
2022年1月27日 

公司继续推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 
2022年1月28日 

签署《2022春耕保供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2022年2月17日 

收到中国证监会不予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申请的决定 
2022年2月18日 

调整独立董事津贴 2022年2月22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进展 
2022年2月25日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 2022年3月1日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时间过半暨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2022年3月15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进展 
2022年3月26日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2022年3月29日 

公司老挝100万吨/年钾肥改扩建项目达产 2022年4月2日 

与关联方签署《委托代建协议》暨关联交易 2022年4月2日 

诉讼事项的进展 2022年4月9日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 2022年4月9日 

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2022年4月9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2022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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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 2022年4月25日 

修订《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制度 2022年4月29日 

公司副总经理辞职暨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2022年4月29日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2022年5月12日 

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2022年5月12日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022年5月12日 

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预披露 2022年5月28日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回

复 
2022年6月10日 

收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2022年6月16日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暨停牌 
2022年6月22日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无条件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 
2022年6月23日 

子公司对其下属子公司增资 2022年6月28日 

补选独立董事 2022年6月28日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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