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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8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2021-61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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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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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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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尔特 股票代码 00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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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昌昊 张苏敏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汪溪园区 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汪溪园区 

电话 0563-4181590 0563-4181525 

电子信箱 GARIONWU@QQ.COM setzsm@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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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1,081,761.74 1,955,307,234.00 1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2,321,675.26 133,916,446.92 8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7,173,854.05 125,697,142.66 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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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8,572,884.72 655,668,094.62 50.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19 84.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17 76.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1% 3.4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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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1,920,115.20 6,098,421,829.77 3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64,694,685.52 4,072,046,596.17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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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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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国购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30% 182,050,800  

质押 179,530,000 

冻结 182,050,800 

安徽省宁国市

农业生产资料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39% 81,951,500    

安徽省宁国经

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40% 31,633,900    

宁国市智同产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0% 26,598,509    

金国清 境内自然人 3.41% 24,560,000 18,420,000   

杨六明 境内自然人 1.10% 7,902,100    

广州市玄元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玄元元定 9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6% 6,918,223    

汤耀光 境内自然人 0.80% 5,770,100    

梁荣 境内自然人 0.78% 5,579,400    

中国银行股份 其他 0.61% 4,4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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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华

安文体健康主

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2016 年 10 月 21 日，公司股东宁国农资公司与产业控股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宁国

农资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产业控股司尔特无限售流通股 17,953.00 万股。2、金国

清先生直接持有宁国农资公司 30.38%的股权，为宁国农资公司第一大股东，宁国农资公司

持有公司 11.39%的股权；金国清先生还直接持有公司 3.41%的股份，且自 2003 年 9 月至

今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由此，宁国农资公司和金国清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3、未知

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自然人汤耀光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510,100 股。2、自然人梁荣通过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557,94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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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安徽省司尔

特肥业股份

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

司尔转债 128064 2019 年 04 月 08 日 2025 年 04 月 08 日 79,173.96 

第一年为

0.40%、第二年

为 0.60%、第三

年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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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公司债券 第四年为

1.50%、第五年

为 1.80%、第六

年为 2.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146.95% 284.32% -137.37% 

资产负债率 46.61% 31.82% 14.79% 

速动比率 116.49% 193.08% -76.5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2.22 13.42 -8.94%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三、重要事项 

2021年半年度，受益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实施、国际需求量的增加和粮食产品价格的上涨，化肥

行业持续回暖。在公司董事会领导下，公司始终秉承“稳中求进、创新发展”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创新

兴企、循环发展、服务三农”的经营理念，横向延伸产业门类，不断加大测土配方肥、生物有机肥的技术

研究和生产力度；纵向不断拓展上下游配套领域，在公司已拥有的硫铁矿资源的背景下，公司又全面收购

了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优质磷矿资源，保证了公司原材料的稳定供给，促进了公司可持续发展。2021年

半年度在全公司共同努力下，公司各项业务稳步推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51亿元，同比增长

10.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2亿元，同比增长88.42%。 

2021年半年度公司重点工作如下： 

1、推进生物有机肥、新型复合肥项目建设和收购完成贵州路发 

（1）推进生物有机肥项目建设 

公司充分利用各类农作农林废弃物等生物有机质，采用与南京农业大学合作开发应用的“全元生物有

机肥制造技术”，结合公司技术研发成果，深入开展生物有机肥的生产、推广与应用。公司在原有7个曝

气发酵车间基础上再增加日100吨畜禽粪便处理能力的立式发酵罐工艺成套装置并延长后熟时间，目前后

熟厂房已经建设完成，等待设备的采购安装，项目完成后将有效提高有机肥的腐植化程度和稳定性，产品

更安全，工艺更环保。公司现已建成的土壤调理剂涉及多个品种，既能满足酸性土壤需求，也能满足碱性

土壤的需求，能改善土壤结构，中和土壤酸碱性，持续土壤肥力。 

（2）推进亳州子公司年产18万吨氨化生态多元素新型复合肥项目建设 

2020年9月，亳州子公司拟投资6000万元建设年产18万吨氨化生态多元素新型复合肥项目，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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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亩，建设工期12个月。该工程符合国家环保节能产业政策，该工程符合国家环保节能产业政策，现已经

完成项目评估、发改委备案、项目供地、安全条件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已经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续将继续推进项目的开工建设。 

（3）收购贵州路发 

 经2021年2月26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审议通过，公司收购了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60%股

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报告期内，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60%股权已

经完成过户，公司对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进行了合并报表。在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此次收购

既保证了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磷矿石的供应，又对公司产业链向上游延伸和公司后续发展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明泥湾矿正常生产经营，预计年产能达到80万至120万吨，永温矿的建设正处于紧张规划设

计当中，一旦设计完成，将直接进入施工阶段。 

2、加大“互联网+农业”领域布局 

公司以中国农业大学-司尔特测土配方施肥研究基地数据中心为基础，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信息

技术，针对农作物需肥规律与土壤性能，为农作物量身定制一套优质、高效、环保的测土配方肥料，并通

过测、研、配、产、供、施一条龙服务模式，为用户提供农业生产一体化解决方案。结合自主研发的各项

信息系统，在向全国农户提供大规模个性化产品定制服务的同时，实现线上线下电商、知识平台等服务模

式的创新。公司将继续利用在信息化建设、运用与管理上的竞争优势，围绕公司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地推

进生态配方肥、测土配方肥、生物有机肥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充分挖掘公司资源配置，深入推进信息化

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互联网制造模式创新，建立优势互补、开放共赢的融合创新生态体系。 

通过联合校企科研院所资源构成司尔特互联网创新发展研究院平台，深度挖掘数据价值，结合国家供

给侧改革、化肥零增长以及大数据产业等国家发展政策需要，积极探索研究践行提升行业企业数字化、专

业化和集成化水平，赋能制造业企业发展，创新服务三农，为产业立足工业企业发展并创新精准服务农业

发展通过一系列生产制造信息化、销售服务信息化等两化融合工作的开展，公司也获评2020年企业上云典

型案例、2021数字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优秀案例等荣誉。 

3、推进上游硫铁矿项目建设 

2019年6月底，公司宣城市宣州区年产38万吨的马尾山硫铁矿已完成了该矿的所有法定手续，具备了

硫铁矿开采业务所必需的外部许可及内部条件，现已进入可正式投产出矿阶段。2021年上半年马尾山硫铁

矿开采硫铁矿50,952.57吨，开采铅锌矿8,598.35吨,销售硫铁矿59,542.71吨。 

4、推进健康产业发展 

公司健康产业基地大楼已建设完成，并基于托管经验收购了宣城华信健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100%

股权，2019年12月16日宣城华信健康体检中心搬迁至新大楼，并对新引进的医疗设备调试，于2020年4月

正式营业。2021年上半年，公司体检中心共接待人数17,277人次。体检中心的建设和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发

展规划和健康产业实施策略，有利于整合公司内部资源，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5、坚持发展循环经济 

公司一直把绿色发展、环保安全工作作为公司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司采用国际较先进技术，对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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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肥、硫酸生产装置尾气烟囱进行“脱白”与除雾，使这两项尾气排放物含量低于国家排放标准。公司通

过内引外联，深入开展技术创新，自主研发利用磷石膏生产土壤调理剂，用于改善盐碱地土地性状，并与

以磷石膏为原料的建材和水泥缓凝剂生产企业合作生产纸面石膏板、墙砖及水泥缓凝剂等新型环保产品，

实现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公司依据《安徽省2020年大气污染物防治重点工作任务》要求，投资建设天然

气管道及配套设备，以天然气替代燃煤作为热源，减少了燃煤用量、污染物排放量及固体废物产生量，取

得了较好的环境效益。公司还积极参与《硫酸工业尾气硫酸雾的测定方法》等四项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两项产品获得国家绿色涉及产品。 

6、报告期公司继续加强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高级管理人员队伍建设，促进公司规范、稳

定和持续发展。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151,081,761.74 1,955,307,234.00 10.01%  

营业成本 1,573,694,605.24 1,585,340,953.69 -0.73%  

销售费用 44,878,611.07 70,484,660.28 -36.33% 

系运杂费等属于合同履

约成本核算至营业成本

所致 

管理费用 89,920,575.78 81,840,949.29 9.87%  

财务费用 32,947,564.28 11,279,595.42 192.10% 系借款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50,399,062.50 26,041,912.07 93.53% 
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

致 

研发投入 53,579,469.99 33,811,976.87 58.46% 
系研发材料投入增加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88,572,884.72 655,668,094.62 50.77% 

系销售收入增加导致销

售收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67,235,288.21 -325,866,142.42 -166.13% 

系购买理财产品增加和

支付贵州路发部分收购

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53,707,997.63 303,622,247.25 82.37% 系新增短期借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670,763,791.39 633,424,199.45 5.89%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金国清 

                                                                 二〇二一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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