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486                              公司简称：扬农化工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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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14）85860486 （0514）85860486 

传真 （0514）85889486 （0514）85889486 

电子信箱 stockcom@yngf.com stockcom@yngf.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725,498,203.36 4,657,356,157.39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18,335,983.00 3,136,591,329.99 2.6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73,904.00 183,454,023.10 -75.70 

营业收入 1,595,244,809.90 1,802,254,171.95 -1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554,274.97 250,649,273.22 -1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345,037.36 229,607,297.02 -22.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5 8.81 减少2.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6 0.809 -15.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6 0.809 -15.20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71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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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17 112,084,812 0 无   

扬州福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4 18,082,823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其他 4.00 12,400,415 0 无   

财富证券－广州农商行－财富证券星

城 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28 7,073,908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7 2,398,646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2,351,90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其他 0.73 2,250,241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2,010,154 0 无   

杨明 
境内自然

人 
0.64 1,969,265 0 未知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其他 0.63 1,939,905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扬州福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和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为东

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份增减变

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

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公司上下牢牢抓住经济运行、新区发展建设两条主线，积极面对严峻的经济

形势和繁重的发展任务，完成营业收入 15.95 亿元，同比下降 11.49%，实现净利润 2.13 亿元，同

比下降 15.20%。 

    报告期内，在国内卫药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的局面下，公司牢牢抓住重点客户，着力做好重

点品种的推广与销售，制定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努力抢抓每笔订单，在行业销售整体下滑的不利

情况下，公司卫生用药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10.34%，但是保持了市场占有率的稳中有升。在国内农

化市场，公司强化市场研判，抓牢重点客户，加大重点产品销售，多品种销量同比有所增长，多

渠道、多形式拓展制剂市场，报告期制剂销售额同比增长 24%，但是受农产品价格下降等多重压

力影响，国内农化市场整体需求不足，公司国内农药销售同比下降 25.16%。在国际市场，受气候

异常、国际需求疲软、价格竞争激烈、跨国公司去库存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国际农药市场量价

齐跌，公司着力加强与卫药重点市场和客户的合作，卫药销售额同比增长 19%，全力抓好草甘膦、



高效氯氟氰菊酯、联苯菊酯等大吨位产品的销售，以量补价，报告期公司完成自营出口 9.98 亿元，

同比下降 4.26%。 

    报告期内，生产系统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合理调度装置，围绕市场订单强化产能保障，同时

穿插组织部分新品开车，较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报告期内，生产部门和技术部门加强联动，对

多个成品及中间体进行工艺改进，在提质降耗、三废减排等方面取得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把新区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先后取得了二期项目备案、环评、安评、卫

评等相关批复。在此基础上，公司不断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结合技术改进及生产调试情况，开展

了多个项目的设计以及工艺讨论，进行了公用工程和相关厂房的土建施工。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市场及二期项目需求，进行了多个项目的工艺优化调试，在提质降耗、

三废减排、隐患消除等方面取得成效。在知识产权管理上，报告期公司申请国内专利 4 项，获得

授权 5 项。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595,244,809.90 1,802,254,171.95 -11.49 

营业成本 1,177,023,174.59 1,353,655,203.30 -13.05 

销售费用 16,693,397.27 18,806,727.91 -11.24 

管理费用 154,814,867.59 127,186,855.67 21.72 

财务费用 -17,852,669.26 -19,331,335.6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73,904.00 183,454,023.10 -75.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637,106.29 -50,447,538.9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905,917.17 2,118,525.88 -6,703.93 

研发支出 80,065,289.99 53,272,620.68 50.29 

应收账款 839,576,259.69 546,376,979.06 53.66 

预付款项 127,707,541.17 60,679,584.34 110.46 

其他应收款 49,211,061.78 7,799,237.63 530.97 

其他流动资产 1,110,483,146.60 169,555,120.73 554.94 

持有至到期投资 0 1,000,000,000.00 -100.00 

在建工程 48,559,739.77 3,399,873.76 1,328.28 

资产减值损失 38,963,596.54 24,019,436.50 62.22 

投资收益 39,073,654.80 24,188,116.16 61.54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农药行业整体疲软，公司销售有所下降。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成本随营业收入的下降而减少。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运费下降。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研发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汇兑损益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部分产品收账期延长，应收账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优嘉公司二期项目开始建设，工程投资增

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实施了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支付了

1.39亿元现金红利。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优嘉公司研发支出增加。 

应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部分产品收账期延长。 

预付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优嘉公司预付工程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按投资期限计提的理财收益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 10亿元理财款由于投资期限不足一年而从持有至到期投

资项目转入。 

持有至到期投资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 10亿元理财款由于投资期限不足一年而转入其他流动

资产。 

在建工程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优嘉公司二期项目开始建设。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应收账款增加，相应增加了坏账准备。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理财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收益款相应增加。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农药 1,569,303,334.98 1,151,989,018.79 26.59 -11.77 -13.40 
增加 1.38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杀虫剂 928,572,766.69 651,993,407.21 29.79 2.58 -0.78 
增加 2.37 个

百分点 

除草剂 545,106,920.42 417,108,716.17 23.48 -21.91 -20.48 
减少 1.38 个

百分点 

其他 95,623,647.87 82,886,895.41 13.32 -45.48 -44.25 
减少 1.91 个

百分点 

合计 1,569,303,334.98 1,151,989,018.79 26.59 -11.77 -13.40 
增加 1.38 个

百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境内 571,701,374.18 -22.40 

境外 997,601,960.80 -4.26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