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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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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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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最新总股本 913,756,384 股扣除

回购专户中的 2,900,000股（限制性股票预留股份），即以 910,856,38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送红股 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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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普信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农业投入品(主要是农药制剂和植物营养)，为客户提供

专业化农业综合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公司积极探索产业战略升级，构建单一特色

作物产业链，推动单一作物种植标准化、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形成“新农业服务与特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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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业链”双主业战略发展新格局。从农资研产销、配套农业综合服务，到以推动产业效率

效能大幅提升的单一作物产业链经营，公司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致力助推农民增收致富，

致力实现“农业不再落后，农民无比幸福”企业愿景。 

行业发展现状 

首先，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我国农业农村政策出现两个全局性、系统性转变。一是从城乡统

筹转变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明确“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二是农业从快速发展转变为高

质量发展。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已联合印发《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作出农业高

质量发展具体要求。 

当前，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经济价值高的现代种植业更进一

步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规模化、产业化的新型农场大量涌现，种植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中

国农业正走向一条新型农业现代化、作物产业化的发展道路。 

第二，近年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动消费升级，中产阶级群体迅速壮大，我国已成为拥

有全球颇具潜力的农产品消费市场。国民对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作物需求日趋旺盛，快速冷

链物流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匹配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时代应运而生，中国高品质农产品

必然要走向专业化、品牌化。 

第三，行业监管日趋严格，加速行业整合优化，利于公司的头部效应发展。自新《农药

管理条例》实施，新设经营许可，建立农药可追溯体系等政策实施，农资监管水平进一步明

确要求。已实施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对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在明确防治责任、

健全防治制度、规范专业化防治服务、鼓励绿色防控四个方面予以了规范。 

当前，我国农业服务仍处于初级阶段，面对农业生产性服务进程的黄金发展期，公司一

直坚持产品助农、技术兴农、品牌强农，发挥农资产品龙头优势、深化区域农业服务能力，

大力发展特色高品质作物产业，推动农业种植现代化，努力打造现代农业综合服务品牌。 

行业地位 

公司持续专注于技术研发创新和产品开发储备，在“三证”产品数、发明专利数、国标/

行标/企标数、生物农药产品登记数、环境友好型农药制剂销售占比等方面多年处于行业领先

地位，十余年来，公司一直稳居中国农药制剂50强榜首。“诺普信”连续八年在农民日报社

“中国农民最喜爱的农药品牌”评选中荣膺第一名，当选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联盟理事长单

https://www.tuliu.com/tags/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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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2019年公司作为唯一的企业代表，当选中国三农发展大会评定的“中国三农创新十大榜

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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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131,424,781.76 4,058,394,534.12 1.80% 4,005,444,20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910,819.85 236,009,425.93 -29.28% 329,165,73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735,849.61 166,502,935.00 -35.29% 255,472,570.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8,562,665.30 178,199,754.83 202.22% 80,252,184.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56 0.2610 -28.89% 0.36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32 0.2610 -29.81% 0.36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9% 10.19% -3.40% 16.2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5,971,465,348.24 5,884,396,026.78 1.48% 5,522,594,81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50,516,687.86 2,279,036,347.94 3.14% 2,132,130,974.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82,871,141.48 1,349,843,173.96 788,365,196.01 810,345,27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677,920.77 142,213,548.72 13,061,593.52 -119,042,24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232,982.20 139,563,964.84 6,472,284.36 -159,533,381.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387,980.85 -192,530,311.29 32,428,177.85 859,052,7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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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2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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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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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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944,915 185,218,436 质押 179,222,532 

深圳市融信南

方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69% 79,441,832  质押 63,553,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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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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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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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16,388,171    

广州市玄元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玄元科新

63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1% 9,200,000    

尹耀强 境内自然人 1.00% 9,100,000    

王庆和 境内自然人 0.73% 6,654,237    

曾纪锋 境内自然人 0.67% 6,090,300    

上银瑞金资本

－上海银行－

卢柏强 

其他 0.67% 6,084,3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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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持有的本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转入融信南方在中信建投开立的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2、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三大股东与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5,343,186 股转入润

宝盈信在华福证券开立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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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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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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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发“新冠疫情”的巨大压力，公司上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紧紧咬定全年目标不动摇，紧紧围绕“回归根本、久久为功，苦练内功，厚积薄发”

的经营策略，主体制剂业务与农业综合服务深度融合发展、单一特色作物产业链蓬勃发展的

双主业全面深化。 

公司紧紧落实“一个大品/套餐—技术服务的品牌战略”，坚定“一手抓组织建设与团队

成长、一手抓大品战略深化落地”两条工作主线，全体干部和员工在“严字当头、真抓实干”

经营理念指导下，积极进取、奋发作为，积极践行“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以一流

的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关键价值”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主体制剂业务，从年初制定“不误疫情、不误农时”方针，我们大胆果断提出“首单首

车”发货策略，持续开展“练功争霸赛”，线上农民会召开超六万场，线上产品会过万场。

借助直播-微信语音文字-视频圆桌会-线下回访-线上观摩会等模式，各经营部门开启深化练

功新局面，以及线上线下工作新模式。在坚定践行一个大品/套餐--技术服务品牌战略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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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单个大品年度近亿元销量记录，大品经营策略迈向新台阶。 

田田圈，坚定走在打造区域遥遥领先服务平台的道路上。一手抓业务发展，参控股经销

商体系与诺普信业务体系深度融合经营，打造一个大品套餐品牌的战略与工作体系。聚焦单

一作物，深化练功，提升团队技术服务能力。一手抓质量经营，应用雷达剑谱狠抓“应收存

货双降”，提升资产效率，公司经营质量显著提升，大力推动区域样板迭代前行。 

单一特色作物产业链，继续深入实践探索“一个作物产业链经营MVP”。聚焦发展海南红

心火龙果，突破燕窝果关键种植技术，同时布局基质蓝莓、澳洲坚果等特色作物。作物科技

示范园逐步成为行业标杆，形成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锤炼出了一批新农人队伍，不

是在研究室里纸上谈兵，也不是办公室里发号施令，他们是在一行一垄间练真知、学本事。

他们成为了新时代的新农民，是我们产业链最宝贵的财富。 

公司十分重视组织建设，强化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营体系，强调执行271考核，强调以奋斗

者为本，倾斜于大批勇于练功的奋斗者。加速推动诺普信数字化进程，大大提升流程效率，

降低管理成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顺利获批，将有效增强资本动力。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

股权激励方案，员工价值与企业价值同频共振。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13,142.4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80%，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91.0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9.28%。其中：本部传统制剂业务收入、

田田圈控股经销商并表收入、产业链营业收入分别为 225,321.72万元、181,070.73万元和

4,954.9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4,156.04万元、2,287.77万元和 247.27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73.58万元 ，同比减少 35.29%。 

截至报告期末，田田圈持股比例 51%的经销商 51家，其中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控股经销

商 38家，持股比例 45%的参股经销商 2家，持股比例 35%的参股经销商 59家。报告期内，2020

年度纳入控股经销商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181,070.73万元，其中农药制剂 79,830.87万元、化

肥 74,597.20万元、农业服务 26,642.66万元（主要种子农机、耕地播种打药、收割烘干仓

储、农产品贸易等）。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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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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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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年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董事会审批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

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小计 

预收款项 591,905,229.51 -591,905,229.51 --- -591,905,229.51 --- 

合同负债 --- 590,385,261.82 --- 590,385,261.82 590,385,261.82 

其他流动负债 6,540,000.00 1,519,967.69 --- 1,519,967.69 8,059,967.69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因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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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小计和合计无法根据上表中呈列的数字重新计算得出。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预收款项 127,000.00 709,232,606.62 -709,105,606.62 

合同负债 707,032,811.78 --- 707,032,811.78 

其他流动负债 12,253,073.84 10,180,279.00 2,072,794.84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营业成本 3,086,908,030.64 3,023,047,842.05 63,860,188.59 

销售费用 401,897,129.25 465,757,317.84 -63,860,1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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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3户，减少6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

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陕西丽碧康 设立 

云南普者蓝 设立 

郁南田田圈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

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青铜峡市田田圈铭泽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山东灏诺植保有限责任公司 失去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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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隆腾谷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注销 

陕西皇牌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运城田田圈鸿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放弃增资，持股比例降至35.00%，不再控制 

青岛昕体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高焕森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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