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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42                           证券简称：新农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8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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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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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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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农股份 股票代码 00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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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钢 毛婷婷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新塘路 277号保利中心 11楼 杭州市江干区新塘路 277号保利中心 11楼 

电话 0571-87230010 0571-87230010 

电子信箱 yaog@xnchem.com maott@xnchem.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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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73,173,770.63 542,082,861.84 2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5,886,995.09 103,713,860.66 1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08,561,302.57 94,813,206.42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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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788,677.56 115,614,410.91 -83.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70 0.860 12.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70 0.860 12.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5% 12.39% -0.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361,558,152.18 1,308,329,171.52 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04,101,079.19 925,153,810.17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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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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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新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50% 65,400,000 65,400,000   

徐群辉 境内自然人 5.06% 6,075,000 6,075,000   

杭州仙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4,500,000 0   

泮玉燕 境内自然人 3.50% 4,200,000 4,200,000   

胡红 境内自然人 2.99% 3,588,000 0   

吴建庆 境内自然人 1.69% 2,025,000 2,025,000   

徐月星 境内自然人 1.25% 1,500,000 1,5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其他 1.21% 1,454,5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大制造两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2% 1,223,511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聚优价值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1,04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徐群辉、徐月星、泮玉燕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中徐月星和泮玉燕系夫妻关

系，徐月星、泮玉燕系徐群辉的父母，徐群辉和吴建庆系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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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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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受到重创，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全球经济不稳定因素不

断增加，但国内经济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依然保持了基本稳定，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农

化行业方面，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农化行业正朝着产业链一体化整合趋势发展，行业进入了更高质量发展

阶段。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以及行业竞争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

坚实推进以制剂业务为龙头的一体化模式和发展战略，围绕碧生“创杀细菌剂第一品牌”的目标，坚持聚焦

抓重点，率领全体员工攻坚克难，奋力拼搏，实现了营收和利润双增长，保持了企业持续、稳定和健康发

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317.38万元，同比增长24.1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1,588.70万

元，同比增长11.74%。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136,155.82万元，较年初增长4.07%，负债总额

为35,745.71万元，较年初下降6.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00,410.11万元，较年初增长

8.53%，公司运营质态进一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抗击疫情及复工复产成效显著 

面对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加强内部管理、

统筹安排疫情防控工作，全力抗击疫情，做到一手抓好疫情防控，确保全体员工的健康安全，一手抓好复

工复产，保证产品及时、稳定供应，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疫情期间公司生产、销售未受到明显影响，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了营收和利润双增长。同时，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公司于2020年2月6日通过仙居

县慈善总会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捐赠人民币100万元驰援抗疫一线，并捐赠20吨消毒物资支援武汉等地区抗

击疫情，倡议及组织全体员工开展爱心捐助活动，筹集善款合计16余万元定向捐赠用于武汉抗疫。 

（二）坚持聚焦差异化战略，扎扎实实开拓市场 

公司经过多年努力，已成功积累了充足的技术服务经验、丰富的客户资源、完善的销售网络以及良好

的市场口碑，并形成了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优秀营销团队。报告期内，国内制剂业务，以碧生“创杀菌

剂第一品牌”为目标，以自主创新化合物噻唑锌系列（碧氏系列）制剂产品为核心，聚焦核心作物，做专、

做强、做大，持续推进决胜终端体系化深入，持续打造一流的专业化销售体系和职业化团队，以技术服务

为核心跟进重点市场、重点客户，在多个区域实现销售的稳步增长，安全、绿色、高效、高品质的新农品

牌形象日益提升；工业品（原药及中间体）业务，贯彻“强根基、增效益、保障客户满意度”的业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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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加大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强化两大基础建设、做好产品深度分析，深挖客户需求，提升公司品牌影

响力，有效促进公司业务增长。 

（三）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稳步提升创新能力 

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公司时刻关注行业发展趋势，大力引进各类高素质人才同

时加强内部科技人才培养，加大与高校、科研院所和跨国农化公司技术合作的力度，加大研发投入和研发

体系建设，持续提高公司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2020年上半年公

司研发费用投入达3,022.2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19%。报告期内，为整合公司的研发资源，加强研发

及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提升公司竞争实力，公司在杭州设立了新农研究院，致力于合成研发、剂型技术、

植物保护产品及生物农药领域技术的研究和应用。2020年上半年公司获得授权专利8件，其中发明专利1件，

实用新型5件，外观设计2件。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累计获得47件专利权证书（国内36件，国外11件），其

中发明专利33件，实用新型5件，外观设计专利9件；在审专利31件（国内25件，国外6件），其中30件为

发明专利。 

（四）完善安全环保管理体系，保障公司稳健运营 

    公司一贯以生产运营的安全环保作为重中之重，积极采取各项措施，致力于持续提升安全环保表现。

公司秉承“100-1=0”安全理念和“企业可持续源于环境可持续”的环保理念，通过长期培训和实践形成全员共

识，把安全管理工作贯彻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做到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报告期内，公司一是从研发上持续不断的提高工艺技术水平，从工艺本质上强调环保、安全和职业健

康；二是建立健全和完善各项安全、环保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劳动纪律、工艺纪律和设备纪律，认真落

实安全环保责任制；三是建立严格的监控机制，定期开展专项安全、环保检查，加大安全环保巡检与监测

工作，对查出的隐患及时进行整改，落实安全环保考核。 

（五）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为未来业绩增长提供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四大募投项目按计划有序实施中。年产6600吨环保

型水基化制剂生产线及配套物流项目，已完成项目一期年产2800吨杀菌剂（悬浮剂）生产线主体工程及配

套环保设施的建设并投入试生产，通过实施生产过程的连续化和生产管理的智能化，生产效率得到有效提

升；吡唑醚菌酯一期项目，积极克服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不断优化工艺路线，目前已具备试生产条件，

等待政府部门对试生产的批复；营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营销培训中心子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已进

入设备安装及内部装修阶段；加氢技改项目，目前加氢车间工艺流程图和设备布置图设计基本完成，部分

配套设施土建工程已开工。截至报告期末，募投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10,934.56万元，投资进度

为28.58%。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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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

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

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

1日起施行。 

本次变更经公司2020年4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新设立全资子公司“新农（杭州）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杭州，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群辉 

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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