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9066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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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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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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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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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2,871,159.27 2,349,864,670.40 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8,686,110.12 284,773,324.37 -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5,815,530.30 239,785,732.59 2.5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5,731,553.18 -624,620,584.27 68.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63 0.3115 -4.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63 0.3115 -4.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2% 13.68%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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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7,700,581.20 5,522,594,812.60 -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99,525,461.48 2,132,130,974.02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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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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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柏强 境内自然人 27.02% 246,957,915 195,218,436 质押 174,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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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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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40,07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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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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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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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 6,900,741    

上银瑞金资本
－上海银行－

卢柏强 

其他 0.67% 6,084,323 0   

卢永春 境内自然人 0.65% 5,911,866 0   

西藏林芝好来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5% 5,001,670 0   

陈应祥 境内自然人 0.41% 3,727,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第二、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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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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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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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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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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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坚持切分经营，两手长抓不懈：一手抓业务发展，一手抓组织建设。
全体干部和员工严格践行“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基本价值观，落实“一个中心、三个根本

点”，在运营体系、组织建设、文化价值观三个方面做好相应配称，三大战略业务运营良好。 

制剂业务，我们以客户为中心，习得一流作物解决方案，面向渠道深度融合；回归一个
产品，积极推动大品与套餐服务，打造单品半年近5,000万元销量记录；回归一个片区，单一

作物单一客户关键病虫害解决方案，打造6个样板片区，以一流的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关键

价值。 

田田圈，深挖增长驱动力，提升经营质量。专注大品/套餐，激发大店/大户的渠道潜力，

聚焦核心作物和专业服务能力，整合上游供应商合作，拓展超常规增长的核心策略路径。控

费用、抓周转和重考核，落实规划，健全制度，组织建设，切实质量经营提升。 

产业链，聚焦红心火龙果等，其他作物同步MVP打样板、再复制，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

稳健道路。红心火龙果以自种+合作的方式布局7,000余亩，联合百果园、天地人，拥有自主

品种权，发挥海南独一无二反季节气候优势，打造最优品质的种植与生产；聚集和构建产业

科研专家、种植达人为核心的人才体系，探索出一条由公司+农户+员工+场长合伙制的产业

发展之路。 

截至报告期末，田田圈累计持股比例51%的经销商54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控股经销
商累计41家。持股比例45%参股经销商2家，持股比例35%参股经销商75家。 

2019年1-6月纳入合并报表控股经销商营业收入107,767.08万元，其中农药制剂4.72亿、化

肥4.49亿、农业服务1.55亿（主要种子农机、耕地播种打药、收割烘干仓储、农产品贸易等），

同比营业收入增长16,376.76万元，增长率为17.92%。2019年1-6月控股经销商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187.91万元，同比下降363.65万元，下降23.44%。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略有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245,287.1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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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868.6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65%，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581.55万元，同比增长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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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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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 高焕森 

201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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