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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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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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本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505,652,658.28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2,153,045,981.09 元；2019年末公司资本公积为

2,149,815,128.43元。 

2020 年 2 月 5 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4 日，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公司 A股股份，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

（含）。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规定，上市公司

实施股份回购所支付的现金视同现金红利，鉴于公司拟进行股份回购金额的下限已达到 2019年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9.89%，2019年度不再进行其他形式的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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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信股份 60359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金祥 赵英杰 

办公地址 安徽广德县新杭镇彭村村蔡家山精

细化工园 

安徽广德县新杭镇彭村村蔡家山

精细化工园 

电话 0563-6832979 0563-6832979 

电子信箱 guangxinzq@chinaguangxin.com guangxinzq@chinaguangxi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以光气为原料的农药原药、制剂及精细化工中间体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营

产品包括多菌灵、甲基硫菌灵等杀菌剂，敌草隆、草甘膦等除草剂以及氨基甲酸甲酯、异氰酸酯、

邻苯二胺等精细化工中间体。 

公司拥有多项农药产品登记证，产品具有高效、广谱、低毒、低残留的特性，多菌灵、甲基

硫菌灵于 2003 年被农业部列入“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推荐农药品种”名单。近年来，公司从关键生

产工艺入手，加大技术开发与研究投入力度，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主导

产品多菌灵、甲基硫菌灵、敌草隆凭借较好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产品

广泛销往国内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北美、欧洲、拉美、东南亚等地。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化学农药及精细化工中间体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营业务未

发生重大变化。 

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究开发、原材料采购、生产、检测和销售体系，采取“订单驱动+安全

库存”的经营模式，销售是公司生产经营的中心环节，采购、生产围绕销售展开。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一般为订单驱动，考虑到价格波动因素，择机选择采购时点以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

影响。主要原材料为邻硝基氯化苯、液氨、焦炭、液氯、石灰氮、硫化碱（固态）、甲醇、甘氨酸、

三氯化磷等化工原料，公司依据厂商供货能力、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综合因素确定供应商，主

要供应市场集中在安徽、江苏、上海、河北、宁夏和四川等地，并与几家主要供应商建立了长年

稳定的合作关系。 

（1）采购目标管理。每月 25 日左右，销售部根据订货单制定销售计划后，将和采购部、生

产技术部进行统计、评审，由生产技术部根据销售计划编排生产计划，采购部根据技术标准及原

料类型并结合库存状况制定具体的采购计划进行针对性采购。 

（2）采购订单计划管理。生产技术部填制《原料采购审批单》→分管副总经理审批→采购部

执行采购程序→采购部与供应商互相签章确认《原料采购合同》→质量部进料检测→仓储验收→

财务部会计核算。 

（3）采购质量管理。公司根据产品技术要求制定了《采购技术标准》，由采购部、质量部和

生产技术部对供应方的资质、供货能力、价格、质量保证等方面进行考核，并实施动态管理，新

供应商必须经过小试验证、批量试样、规模化供货生产验证合格等三个验证程序合格后才能正式

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公司原辅材料须由质量部检验合格方可办理入库手续。 



（4）采购操作方式。根据公司生产需要确定采购品种和数量，要求各供应商集中报价，根据

质量报价及相关付款条款等，对不同供应商之间性价比分析，与供方谈判价格，在双方认可的情

况下，报主管领导批准。 

2、生产模式 

公司大部分采取“以销定产”模式，根据市场需求情形也适当进行一些库存储备。公司产品

生产的内部组织活动如下：公司销售部根据次月客户订单情况和销售计划，由销售部、采购部和

生产技术部进行统计、评审，生产技术部评审时要审查订单的可生产性，排产时要合理搭配结构、

货期。通过评审的订单由生产技术部编排生产计划，将生产任务、产品质量要求下单到具体车间

和生产线上生产，并进行生产调度、管理和控制。质量部根据生产计划和客户质量要求制定产品

质量控制方法并做好产品品质管理计划，做好原辅材料和产品的验收和发放。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部包括内贸部和外贸部两个职能子部门，分别负责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市场拓展、

客户开发、产品推广和销售。在内销方面，客户主要以境内农化企业为主和农药销售公司为辅的

方式。在外销方面，公司销售主要采取自营出口和通过国内贸易公司间接出口的方式，其中通过

国内贸易公司间接出口是指公司将产品销售予国内贸易公司后，由其再自行出口。 

（1）销售布局。公司已形成了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齐头并进的市场格局。公司现拥有长期、

稳定的国内外客户，国内客户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涵盖国内大部分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国外客户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拉美、东南亚等地。 

（2）销售方式。随着公司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的提高，公司确立了以直销为主的销售方式。

直接销售有利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客户渠道，能有效管控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体系，实现公司效益

最大化，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同时，通过直销过程中的综合服务，及时准确把握市场变化，实现

企业与客户的良性互动，更好地提升本公司的品牌价值。 

（3）销售目标管理。公司根据总体战略发展目标制定全年的销售目标，以此统筹生产和销售。

每月 25 日左右，内、外贸部根据次月订单情况制定具体销售计划，并就次月的具体目标计划与采

购部、质量部和生产技术部进行调度配合，同时，将确定后销售计划提交公司相关领导批准，最

后由销售部执行。 

（4）销售价格管理。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以光气为原料化学农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

高新技术企业，主导产品多菌灵、甲基硫菌灵和敌草隆产销规模均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产品利

润率在行业中处于较高地位。同时，公司也会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不断投入研发费用，对产品进



行技术升级和结构优化，加大对利润产品的投入力度，不断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空间。 

（5）销售资金运作管理。公司根据不同的客户信用情况采取不同的货款回笼方式。对于合作

较少及资信不明的企业采取款到发货的销售方式；对于资产规模较大或资信状况较好的企业采取

货到付款的方式；对于合作关系稳定、信誉度好、资本实力较雄厚的企业，给予一定金额的授信

额度和赊销期限，但赊销期限一般不超过 6 个月。公司通过制定严格的销售资金运作管理模式，

最大限度地降低财务风险，保证公司健康快速发展。 

行业的基本情况： 

农药行业具有较强的季节性，本公司主要经营农药原药，客户主要是下游制剂企业，原药市

场旺季早于制剂市场，因此公司销售旺季一般是上半年。 

农药行业受气候条件的影响较大，复杂多变的气候影响农作物的种植，进而影响农药的需求。

本公司努力将农药品种做丰富，将农药市场做均衡，通过多品种、多市场对冲气候造成的不利影

响。 

农药是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长期以来，农药对控制病虫草害、保护农作物安全

生长、提高作物产量、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等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国内农

药行业集中度不高，存在小而散的特点，而且生产的农药中低效、高毒农药居多，加上农药的不

科学使用，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为此农业部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农药、化肥用量零增长的目标，

未来高效、低毒农药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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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6,598,688,562.55 5,899,825,980.52 11.85 5,492,269,827.31 

营业收入 3,110,364,091.99 2,846,965,166.64 9.25 2,346,149,424.6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05,652,658.28 469,061,803.61 7.80 337,226,918.8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82,070,303.52 396,924,831.33 -3.74 331,364,738.4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085,392,261.61 4,638,633,947.52 9.63 4,128,344,137.71 

经营活动产生 695,053,444.24 300,196,069.18 131.53 950,503,282.47 



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9 1.01 7.92 1.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09 1.01 7.92 1.0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43 10.73 减少0.3个百分

点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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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070,206.64 800,959,747.91 861,552,519.26 557,781,61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5,224,788.44 122,340,351.84 156,936,410.9 91,151,10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2,827,931.24 105,953,814.45 127,654,640.31 25,633,917.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1,519,358.43 105,738,914.76 365,311,735.26 42,483,4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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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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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广信控股有限公

司 

  195,460,000 42.06   冻结 6,237,244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广德广信投资有限公

司 

  32,000,000 6.89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

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7,691,290 3.81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13,805,923 2.97   无   国有法

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庚价值领航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686,559 2.51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

组合 

  11,575,954 2.49   无   国有法

人 

国信国投基金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北京华

宇瑞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410,138 2.03   无   国有法

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庚小盘价值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307,421 2.0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

组合 

  7,000,000 1.51   无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

组合 

  6,887,853     无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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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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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1,036.41万元，同比增长 9.25%；实现净利润 50,565.27万元，

同比增长 7.8%；实现每股收益 1.0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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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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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拆分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和调



整利润表项目等,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  

2）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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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1）本次公司执行新财务报表格式，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的净资产和净

利润不产生影响。 

 2）本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

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

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

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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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 

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安徽东至广信农化有限公司 东至广信 100.00 — 

2 广信通达（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信通达 100.00 — 

3 广信亚洲有限公司 广信亚洲 100.00 — 

4 安徽成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辰科技 1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