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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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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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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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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周崇庆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杜永朝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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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拟以 2016 年末公司总股本 297,000,000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3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5,741,000元（含税）。 

上述分配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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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股份 6003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金华 黄燕 

办公地址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998号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

山路998号 

电话 0513-83558270 0513-83530931 

电子信箱 songjh@jsac.com.cn huangyan@jsa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以除草剂、杀虫剂为主的农药产品，以化工中间体、氯碱为主的化工产品，以

及热电联产蒸汽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包括农药、精细化工、氯碱、蒸汽等。主要农药

品种有草甘膦、敌敌畏、敌百虫、乙草胺、丁草胺、咪鲜胺、氯噻啉、烯啶虫胺、毒死蜱等原药

以及制剂产品，制剂品种包括水剂、乳油、水乳剂、水溶性粒剂、水分散粒剂等；主要精细化工

产品有苯基胍、阻燃剂；主要基础化工及化工中间体产品有烧碱、氯气、氢气、高纯盐酸、饮用

水级次氯酸钠、亚磷酸、亚磷酸二甲酯、亚磷酸三甲酯、三氯化磷、三氯乙醛、氯甲烷等。公司

还开展相关商品的贸易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研、产、供、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公司设有研究院、工厂研究所等科研机构

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企业院士工作站等研发平台，开展新产品研究开发和现有产品的工艺技术

提升，并与外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生产环节设有农药一厂、农药二厂、

农药三厂、制剂厂、热电事业部、氯碱事业部、新材料事业部、运保事业部和生产管理中心等生

产工厂和管理部门，负责公司产品的生产组织、安全环保、质量控制。公司设有营销中心和商务

风险管理部，负责产品的销售和客户服务。公司建立了合格供应商体系，保障采购产品的质量和

稳定性。公司建立了完整、规范的业务流程和管理体系，形成了市场化导向的营销及客户服务体

系。 

（三）行业情况 

农药是农业生产中重要的生产资料，对控制病虫草害、稳定和提高作物产量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中国是农作物有害生物灾害发生较重的国家之一，农药的刚性需求较大。中国是全球重要

的农药生产大国，也是全球第一大农药净出口国。根据《农药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国农药行

业整合度不高，竞争格局较为分散。“十三五”期间，将推动农药产业的结构与布局的调整，淘汰

落后产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调整优化产品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报告期内，受经济增长乏力、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极端天气频发等多重因素影响，农

化行业总体上仍处于不景气周期。跨国行业巨头纷纷在全球精简业务、调整战略，业内的并购重

组事件持续升温。新《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和《农药污染物排放标准》 实施后，行业准

入门槛提高，有利于农药产业结构的升级。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进、行业装置搬迁、土地流转、

农业服务的发展，为新兴农业经营主体相关业务带来机会，行业挑战与机遇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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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3,254,722,805.90 3,120,127,856.10 4.31 3,286,782,880.01 

营业收入 4,751,494,699.76 2,677,208,158.21 77.48 2,975,916,721.0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2,380,385.75 10,570,758.90 395.52 201,759,257.2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5,024,658.28 -793,439.77 不适用 200,135,978.9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74,670,426.40 1,292,028,724.85 6.40 1,333,205,087.7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8,803,084.17 226,441,484.39 54.04 417,342,781.2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764 0.0356 395.51 0.679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764 0.0356 395.51 0.679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93 0.81 增加3.12个百分

点 

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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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323,767.25 1,994,334,648.96 656,615,063.86 867,221,21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194,164.27 -3,000,346.54 3,892,318.42 44,294,24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415,316.92 -6,660,293.80 2,007,688.97 44,261,946.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0,081,675.37 158,515,078.05 8,241,083.40 131,965,247.3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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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8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435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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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化国际(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28,894,709 86,684,127 29.19 0 无 0 国有

法人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5,536,459 76,609,377 25.79 0 质押 38,295,000 国有

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870,648 14,551,945 4.90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2,042,000 6,126,000 2.06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蓝筹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657,946 4,202,338 1.41 0 未知   未知 

韩晟 1,206,445 3,609,934 1.22 0 未知   未知 

何东梅 1,494,132 2,960,152 1.00 0 未知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全新视野

灵活配置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219,158 2,219,158 0.75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先进制造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554,111 2,184,142 0.74 0 未知   未知 

刘晓军 1,601,000 1,601,000 0.54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公司已知第一大股东中化国际、第二大股东南

通产控与其他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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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预算目标，以战略发展、降本增效为工作重点，狠抓安全

环保、市场开拓、生产运营、风险管控、党建纪检等各项工作，总体上各项工作得到稳步有序推

进： 

1、进一步完善 HSE 长效管理机制。严格监管，强化 HSE 考核及“一票否决”，强化各级责任

落实；管理下沉，落实部门自主管理职能，提升横值属地管理能力；推进“三标”班组建设，夯

实班组管理基础。 

2、强化生产管理，实现生产平稳运行。统筹协调采购计划、生产计划、销售计划；强化源头

控制，做好废水处理平衡；加强锅炉、电解、高压、公用工程等关键装置运行监控；强力推进 MIQA，

组织落实设备预防性维修；强化运行监控管理、计划管理、维护保养管理、异常应急管理等。 

3、深入持续开展降本增效。在已有措施固化、深化的基础上，公司年初调整降本增效的着力

点，由点及面、由部门内部到跨部门整体协同多措并举深入挖潜降本增效，通过工艺技术改进、

优化原料使用配比、实施动力电峰平谷经济运行、推行工资总额控制、加大自主维修、提高副产

品综合利用率等完成全年降本增效目标。 

4、强化过程控制，确保质量持续稳定。进一步梳理、优化现有质量管理体系，严格实施内控

标准，推进产品质量再确认，完善质量作业标准。 



5、强化市场拓展。充分发挥现有的产品品质、综合服务、协同销售等优势，从产品、地区、

客户、时间四个维度细化落实精准营销策略，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客户满意率。深化核心客户关系，

积极开拓新客户，最大限度扩大销量，将优势产品的工艺技术优势转化为效益贡献。 

6、聚焦新品研究开发。新产品开发方面通过完善现有研发机制，积极倡导“宽容失败，重奖

成果”的研发导向和 “精英研发”的思路，鼓励研发人员钻研技术、创新奉献，创造适合研发人

员的工作氛围；明确研发奖励方式，培育公司研发精英团队。 

7、强化绩效管理。公司以制度执行为管理提升的重要抓手，加强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对六

大管理体系运行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审，对 61个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公司

还通过管理审计、阶段性工作评价、问题整改、季度绩效回顾、KPI 指标考核等方式，强化绩效

考核的过程管理。 

8、公司以党委开展的“两学一做”为抓手，坚持党建、行政工作的有机融合与双向促进，完

善效能监察体系，培育企业文化，营造发展氛围。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16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户，详见公司年报全文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