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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9-033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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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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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柏强 董事长 因公出差 王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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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普信 股票代码 00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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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谋钧 闵文蕾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 

电话 0755-29977586 0755-29977586 

电子信箱 npx002215@126.com npx002215@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情况 

诺普信是一家以研发、生产、销售农业投入品(主要是农药制剂和植物营养),提供专业化

农业综合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经过近三年多的创新变革与探索实践，公司已逐步形

成了“农资研产销、农业综合服务与特色作物产业链”三大战略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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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一如既往地发扬工匠精神，打磨研制质量稳定可靠、高效环保的农药制剂及植物营

养等农资产品，面向大农场和基地，推动大品经营和套餐服务；积极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提

供一流作物解决方案，回归根本、久久为功、苦练内功、厚积薄发，通过业务覆盖全国化、

网格化，多层次的布局，以极其夯实极致的产品体系全方位满足现代农业种植需求，继续保

持多年以来的全国制剂领先地位。 

二是“田田圈”参控股经销商的布局推进更加稳健与提效，服务商战略更加明确，打造

区域遥遥领先农业服务平台的信心更加坚定。2018年上半年我们迅速参转控，凝聚一大批干

大事的卓越经销商伙伴。下半年开展双降项目，引导控股公司践行“质量经营”的理念，降

应收款、降库存取得阶段性成果，现金流回升明显，经营质量与效率进一步提升。同时大胆

探索有源之井的开拓，推动地方特色作物产业链，服务农场、打造样板，百花齐放，树立新

标杆，为田田圈综合农业服务战略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 

三是单一特色作物产业链经营实质性发展突破，实现了从“发展理念”到“实践生产”。

公司组织三十多名博士人员，深度参与高价值的特色作物研究，识别和布局的七大特色作物

全面铺开，在广西、海南等区域与一大批在行业极具影响力的伙伴建立深度合作关系，阳光

玫瑰葡萄、黄金百香果等产业科技示范园区也生根落地。从产业的发展研究、到培育种子种

苗，农资植保以及营销品牌等全产业链规划，充分发挥公司农资产品和植保技术的综合优势，

建立服务，侧重服务，构建出单一特色作物的全程闭环、高效高质的农业服务体系。 

2、行业发展现状 

从十三五规划到十九大报告，从中央一号文件到“脱贫攻坚战”、“国家质量兴农战略

规划”等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之一。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

助推农业产业振兴，坚持质量兴农、品牌强农，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特色

鲜明、优势集聚、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建立生产精细化管理与产品品质管控体系，应用

国际通行的良好农业规范，塑造现代优质农产品品牌。 

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农业发展变革，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是当前现代农业发展最好历史机遇，

驱动力在于农业服务产业的发展。我国的农业服务产业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特别是大田区

的农事服务、经作区的特色作物经营。在走向农业标准化、作物产业链以及农产品品牌等等，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前景巨大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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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特别是农资生产、流通和使用又与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息息相关。新《农药

管理条例》实施，农业部关于登记、生产、农药标签二维码的实施细则，也相继落地。新政

设立经营许可，建立退出机制，淘汰落后的配方和剂型，明确要求建立农药可追溯体系等。

农药的绿色环保和减施增效已成为行业的自觉行动，加之上游原药行业也进入整治改革深水

区，势必加速制剂产业集中和行业整合，市场进入持续深度洗牌阶段，作为行业龙头，公司

将受益其中。 

3、行业地位 

截至报告期，公司的“三证”产品数、发明专利数、国标/行标/企标数、生物源农药产品登

记数、环境友好型农药制剂销售占比等均处行业领先地位，能为中国95%以上农作物病虫草

害的防治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诺普信”作为中国驰名商标，已连续数年荣膺“中国农药制剂企业100强榜首”（中国

农药工业协会评选），连续八年在农民日报社评为“中国农民喜爱的农药企业品牌”的评比

中，一如继往的位于荣誉列表榜首。 

田田圈所辖的参控股公司一百余家，覆盖近400多县级区域，成为当前最接地气、良性内

生增长的农业服务平台。总部平台整合能力与本地经销商实力的结合，农资分销渗透力大大

加强，直接衔接当地农场基地从种子、种植、托管、收割、收储与卖粮等综合需求，打造出

当地遥遥领先综合农业服务平台典范。2018年田田圈在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

司主管的“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联盟”中担任理事长单位。 

2019年2月在北京召开2019中国三农发展大会，诺普信作为唯一的企业代表，光荣当选

2018“中国三农创新十大榜样”单位。2018年入围首届“深圳百强品牌”企业榜单，在农业

服务征程上敢为人先、创新发展的引领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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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005,444,207.28 2,821,575,182.39 41.96% 1,962,926,41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165,736.61 308,506,080.58 6.70% -276,246,68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255,472,570.55 246,437,986.16 3.67% -358,623,6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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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252,184.61 -440,680,327.68 118.21% -378,191,602.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01 0.3375 6.70% -0.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01 0.3375 6.70% -0.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6% 17.38% -1.12% -16.3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522,594,812.60 4,542,439,693.97 21.58% 3,148,427,47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2,130,974.02 1,938,975,132.37 9.96% 1,620,630,429.8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35,787,837.29 1,314,076,833.11 772,364,599.37 883,214,93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293,909.41 124,479,414.96 11,408,333.69 32,984,07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639,322.85 118,146,409.74 3,899,342.61 11,787,495.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6,313,927.84 -298,306,656.43 -143,344,353.64 848,217,122.5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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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0,0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4,57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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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柏强 境内自然人 27.02% 246,957,915 187,968,436 质押 170,369,700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61% 115,294,059 0 质押 84,632,000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天启（2016）

55 号诺普信员工持

股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4.99% 45,571,867 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中信信托成

泉汇涌八期金融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3.71% 33,884,649 0   

西藏林芝润宝盈信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7% 25,343,186 0 质押 20,250,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其他 2.43% 22,227,5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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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卢翠冬 境内自然人 1.86% 17,013,564 0 质押 17,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逆向策

略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6% 10,625,300 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西藏信托－诺普

信 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12% 10,211,228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文

体健康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7% 7,991,78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第二、第五大股东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生、卢叙安先生、卢翠冬女士、卢翠珠女

士和卢丽红女士控制的企业。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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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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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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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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 年，身处中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历史进程，机遇前所未有。迎着中国农

业现代化的春风，站在历史高点的我们更加激情满怀，战略方向更加清晰，步伐更加坚定，

公司全体干部和员工严格贯彻公司战略决策，围绕公司四个经营目标,践行“全心全意为农民

服务”的基本价值观，狠抓经营，公司制剂主体业务、田田圈农业综合服务、作物产业链经

营三大战略业务运营良好。 

这一年，我们大力推动习得，一线营销和服务人员聚焦一种作物，习得一流作物解决方

案，链接农场、大农户，匠心打磨套餐服务，培育药肥、种衣剂、飞防等增长新结构，省工

省时，产品资源储备丰富；快速响应农药新政，率先应用二维码系统，大品策略持续发力，

以服务能力为客户创造关键价值，大幅提升质量经营和人效经营，继续保持全国行业领先地

位。 

这一年，田田圈稳健布局与推进，在兼顾控股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聚焦投后管理与效

率经营，充分发挥区域性优势，通过综合赋能，提升其原有农资分销效率，积极推动作物公

司的专业服务，进一步深挖有源之井，成功打造出若干个县市级区域领先的农业综合服务平

台，大幅提升其盈利能力和投资回报率。 

这一年，我们大胆探索产业链战略发展实践，心怀事业梦想、艰苦创业，设立“特色作

物产业科技研究院”，组建博士研究团队、识别作物、到投资成立黄金百香果、阳光玫瑰葡萄

的产业链公司，最美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的乡丰公司在番禺全面开垦动工。产业链战略冲锋

号角嘹亮，全体员工深入一线基地，伴同日出日落，开垦浇灌、育苗种地，洒下汗水，期待

秋收，作物产业链全面绽放。 

这一年，我们强化价值观建设，阳光经营的理念深入人心，积极向善的队伍风气悄然形

成。我们切分经营，长期价值，彻底负责，极其重视和推进员工事业合伙，以奋斗者为本，

激发十倍以上潜能发挥。我们强化持续学习，明理正心，提升心灵品质，是每一位员工人生

最大的战略，我们一直努力践行为员工创造最优事业平台的使命。 

截至报告期末，田田圈参控股经销商体系累计服务种植面积 1.3 亿亩次，种植大户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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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覆盖约 500多个县、直接合作零售店 3.5万家。田田圈累计持股比例 51%的经销商 53

家，持股比例 35%参股经销商 95 家。田田圈业务营业总收入 185,503.28 万元，净利润 2,828.21

万元。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控股经销商累计 43 家，其中 2018 年新增 29 家。2018 年纳入合

并报表控股经销商营业收入 183,382.86 万元（其中农药制剂 8.6 亿、化肥 7.2 亿、农业服务

2.5 亿（主要种子农机、耕地播种打药、收割烘干仓储、农产品等），同比 2017 年营业收入

增长 104,449.37 万元，增长率为 132.33%。2018 年控股经销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30.55 万元，同比 2017 年净利润增长 1,971.17 万元，增长率为 135.07%。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 400,544.42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1.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16.5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70%。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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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变更说明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

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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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

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列报等。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

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

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之前

列报金额（元） 
影响金额（元） 

2018年 1月 1日经重列

后金额（元） 
备注 

应收票据 2,484,725.91 -2,484,725.91 ---   

应收账款 583,910,059.21 -583,910,059.21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586,394,785.12 586,394,785.12   

应收股利 31,467,633.37 -31,467,633.37 ---   

其他应收款 52,852,067.41 31,467,633.37 84,319,700.78   

应付票据 626,341,690.00 -626,341,690.00 ---   

应付账款 312,284,425.10 -312,284,425.10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938,626,115.10 938,626,115.10   

应付利息 43,077.09 -43,077.09 ---   

应付股利 1,719,052.66 -1,719,052.66 ---   

其他应付款 100,130,277.24 1,762,129.75 101,892,406.99   

管理费用 287,674,315.75 -89,573,679.59 198,100,636.16   

研发费用 --- 89,573,679.59 89,573,679.59   

其他收益 14,256,240.40 --- 14,256,240.4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81,529,527.10 11,593,300.00 293,122,827.1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022,065,069.56 -11,593,300.00 2,010,471,76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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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比例

(%)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韶关市金农会田田圈公司 2018年 1 月 1 日 9,931,700.00 51 购买 2018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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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田田圈公司 2018年 1 月 1 日 12,177,100.00 51 购买 2018年 1 月 1 日 

新乡县金良丰公司 2018年 1 月 1 日 3,223,000.00 51 购买 2018年 1 月 1 日 

山东大地宏琳公司 2018年 3 月 1 日 30,870,600.00 51 购买 2018年 3 月 1 日 

中江县田田圈公司 2018年 6 月 1 日 4,752,100.00 51 购买 2018年 6 月 1 日 

长治市多彩公司 2018年 9 月 1 日 3,229,700.00 51 购买 2018年 9 月 1 日 

深圳田田云网络 2018年 10 月 1 日 20,150,604.97 95 购买 2018年 10 月 1 日 

 

续：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的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被购买

方的收入（元） 

购买日至期末被购买方

的净利润（元） 

韶关市金农会田田

圈公司 

股权款已付、办妥产权工商变更手续且

取得实际控制权 
41,233,529.15 -108,529.56 

湖南省田田圈公司 
股权款已付、办妥产权工商变更手续且

取得实际控制权 
53,973,187.95 87,237.34 

新乡县金良丰公司 
股权款已付、办妥产权工商变更手续且

取得实际控制权 
32,692,166.20 417,152.72 

山东大地宏琳公司 
股权款已付、办妥产权工商变更手续且

取得实际控制权 
60,330,316.35 1,541,190.06 

中江县田田圈公司 
股权款已付、办妥产权工商变更手续且

取得实际控制权 
9,522,795.57 1,245,007.99 

长治市多彩公司 
股权款已付、办妥产权工商变更手续且

取得实际控制权 
12,650,621.30 1,421,060.72 

深圳田田云网络 
股权款已付、办妥产权工商变更手续且

取得实际控制权 
7,644,357.42 4,822,402.42 

 

（二）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名称 变更原因 

成都市田田圈年丰农公司 承包经营到期 

潜江创新公司 承包经营到期 

岳阳新和美公司 承包经营到期 

太康县盈河公司 承包经营到期 

大连田田圈农业 承包经营到期 

德宏诺丰田田圈公司 2018年新设 

抚州市田田圈公司 2018年新设 

广西阳信祥公司 2018年新设 

菏泽田田圈公司 2018年新设 

贺州市田田圈公司 2018年新设 

眉山绿诺田田圈公司 2018年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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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世纪田田圈公司 2018年新设 

青铜峡市田田圈公司 2018年新设 

滁州市安隆田田圈公司 2018年新设 

咸阳田田圈公司 2018年新设 

运城田田圈公司 2018年新设 

平南县诺邦公司 2018年新设 

怀化湘之牧公司 2018年新设 

临澧春禾农业公司 2018年新设 

山东联诺农业公司 2018年新设 

邯郸金诺农业公司 2018年新设 

新疆诺金田田圈公司 2018年新设 

浙江禾佳篮生态公司 2018年新设 

重庆俊洪田田圈公司 2018年新设 

深圳百盛农业 2018年新设 

深圳田田龙珠 2018年新设 

河南邦园种业 承包经营到期 

河南瑞诺植保 2018年新设 

河南致良丰 2018年新设 

德宏晨农农业 2018年新设 

广东乡丰农业 2018年新设 

成都西部爱地公司 2018年出售 

北京中港泰富公司 2018年出售 

乐山思贝尔公司 2018年出售 

深圳兆丰年公司 2018年注销 

深圳诺贸易公司 2018年注销 

山东秋田公司 2018年注销 

 

（三）处置子公司 

1.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并丧失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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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元） 

股权处置比

例（%） 

股权处置方

式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

点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

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

资产份额的差额（元） 

成都西部爱地

公司 
11,735,000.00 100 股权转让 2018年 6 月 8 日 

股权转让手续

完成 
5,698,465.83 

北京中港泰富

公司 
1,619,000.00 79.99 股权转让 2018年 12 月 31日 

股权转让手续

完成 
-556,321.16 

乐山思贝尔公

司 
5,969,000.00 51 股权转让 2018年 7 月 31 日 

股权转让手续

完成 
513,157.84 

 

续： 

 

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制权之日

剩余股权的账面

价值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公允价

值 

按照公允价值重新

计量剩余股权产生

的利得或损失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公

允价值的确定

方法及主要假

设 

与原子公司股权

投资相关的其他

综合收益转入投

资损益的金额 

成都西部爱地公司 --- --- --- --- --- --- 

北京中港泰富公司 --- --- --- --- --- --- 

乐山思贝尔公司 --- --- --- --- --- ---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高焕森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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