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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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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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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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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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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中农立华 60397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柏集 常青 

电话 010-5933 7358 010-5933 7358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号C座九层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号C座九层 

电子信箱 sal@sino-agri-sal.com sal@sino-agri-sal.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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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9,337,410.81 2,584,860,939.97 2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23,614,969.79 865,258,142.99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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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441,359.85 -363,205,696.99 -7.77 

营业收入 2,623,083,541.11 2,342,909,417.46 1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6,357,504.27 80,464,251.33 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8,638,991.83 74,811,506.98 5.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9.42 9.84 减少0.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498 0.4191 7.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498 0.4191 7.3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545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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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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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农集团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25 96,480,000 96,480,000 无 0 

佛山益隆 境内非国有法人 9.45 18,144,000 0 无 0 

信达兴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0 13,248,000 0 质押 13,248,000 

红太阳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0 6,912,000 0 无 0 

浙江金泰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 4,608,000 0 无 0 

韩涛 境内自然人 1.90 3,650,000 0 无 0 



北京中农利成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 2,304,000 0 无 0 

宁波精诚星源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8 544,176 0 无 0 

王震平 境内自然人 0.26 492,000 0 无 0 

程伟华 境内自然人 0.25 48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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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整体农产品价格低位运行，农民生产投入积极性持续低迷，农药制剂市场疲

软状况未有明显改观。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化工行业环保监察处于持续高压状态，许多化工园

区关停，生产企业限产、停产成为常态，原药和中间体供应持续偏紧，农药市场供需矛盾依然突

出。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真抓实干，攻坚克难，较好地完

成了各项任务目标。 

主要工作举措包括： 

1.以人为本、双管齐下，打造高绩效团队 

加强团队建设，一方面注重人才培养，加强培训及在岗辅导，提高员工主观能动性和专业技

能，打造高素质团队；一方面倡导必赢文化，实施精兵策略，通过优化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加

大优胜劣汰力度，打造高绩效团队。 

2.丰富产品、扎根基层，提高制剂业务竞争力 

通过加强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引进，公司优质产品资源日益丰富，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同时，



继续实施渠道下沉，优化基层工作的考核和激励措施，持续引导基层人员扎根一线。通过大量试

验示范活动的开展和应用技术的积累，不断增强为农服务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力。 

3.上保货源、下强服务，巩固原药业务领先地位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原药业务狠抓供应链管理，提升综合服务能力。针对上游采购，选择

与公司互补性强、信用良好的合作伙伴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在环保导致停限产行业大背景下，确

保货源稳定；针对下游客户，全力做好供应链服务，增加客户黏度。上半年，原药业务规模继续

保持行业领先。 

4.严控成本、提升服务，稳固联销业务规模 

通过优化物流供应商和网点布局，严格控制物流成本水平；通过细化考核措施加强内部 KPI

考核，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以提高客户满意度为目标，稳固联销业务规模。 

5.做精做细、防控风险，夯实出口业务发展 

以做精做细、深耕市场为方向，做好团队建设和业务规划，加强与上游供应商战略合作，积

极开拓下游客户，不断拓展业务资源；同时全面加强出口业务风险防控，进一步缩短与外商结算

账期，夯实出口业务发展。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及原因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的相关文件要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新的会计政策。具体情况如下：  

财政部自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

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

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对相

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金融资产分类变更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

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通知》要求的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将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

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