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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3                     证券简称：亚钾国际                    公告编号：2021-075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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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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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钾国际 股票代码 00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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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冰燕 姜冠宇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6 号广州周

大福金融中心 51 楼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6 号广州周

大福金融中心 51 楼 

电话 020-85506292 020-85506292 

电子信箱 stock@asia-potash.com stock@asia-pota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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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388,757.74 173,730,711.85 3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06,637,768.33 10,357,706.67 4,79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633,434.06 10,057,123.62 1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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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6,801,742.03 28,308,541.70 171.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94 0.0137 4,786.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94 0.0137 4,78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7% 0.28%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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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6,118,508.22 4,317,703,878.92 2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220,609,122.99 3,713,971,354.66 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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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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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生产资

料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15% 144,913,793 144,913,793 

质押 88,740,470 

冻结 56,173,323 

牡丹江国富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11.05% 83,649,277 0   

广州东凌实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86% 74,600,677 0 冻结 8,000,000 

新疆江之源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94% 60,086,206 60,086,206 

冻结 41,317,239 

质押 26,135,861 

上海劲邦劲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47% 56,551,724 56,551,724 

冻结 21,921,297 

质押 34,630,400 

上海凯利天壬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4% 28,275,862 28,275,862 

冻结 10,960,649 

质押 9,900,000 

上海联创永津股

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7% 19,439,655 19,439,655 冻结 7,535,446 

天津赛富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7% 19,439,655 19,439,655 冻结 7,535,446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三组合 
其他 1.32% 10,000,000 0   

智伟至信商务咨

询（北京）有限公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3% 7,068,965 7,068,965 冻结 2,74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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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金诚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3% 7,068,965 7,068,965 冻结 2,740,162 

重药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3% 7,068,965 7,068,965 冻结 2,740,1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国富投资已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豁免东凌实业一致行动义务，东凌实业

在未来行使股东权利时无需再与国富投资保持一致行动关系，自行独立行

使股东权利。 

2、凯利天壬与新疆江之源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东凌实业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4,600,677 股，其中包括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22,300,677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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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21 年 05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2021-035）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5 月 31 日 

1、2021 年 5 月 27 日，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签署了《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关于放弃亚钾国际

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表决权及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事宜之声明与承诺》，中农集团自本声明

与承诺出具之日起五年内（即 2021 年 5 月 27 日至 2026 年 5 月 26 日期间），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公

司 65,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95%）对应的表决权及提名、提案权、参会权等除收益权和股

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权利，亦不委托任何其他方行使该等权利。 

2、2021 年 5 月 27 日，新疆江之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新疆江之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关于放弃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表决权及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事宜之声

明与承诺》，新疆江之源自本声明与承诺出具之日起五年内（即 2021 年 5 月 27 日至 2026 年 5 月 26 日期

间），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公司 9,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9%）对应的表决权及提名、

提案权、参会权等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权利，亦不委托任何其他方行使该等权利。 

3、国富投资已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豁免东凌实业一致行动义务，东凌实业在未来行使股东权利时无需再

与国富投资保持一致行动关系，自行独立行使股东权利。 

基于上述权益变动后，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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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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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上半年，公司努力提升运营效率和经营成果。在生产方面，持续加强管理调度，确保生产装置

高效运行；在应对行业及市场变化方面，公司顺应化肥、化工行业景气度提升的市场环境，以老挝生产基

地为核心，以东南亚地区客户的销售渠道为依托，大力拓展亚洲市场，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的

份额。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并举”为战略指引，一方面紧跟市场节奏，适时调整国外市场销售策略，提高

产品售价；另一方面借助自身营销资源优势，积极布局国内钾肥市场。同时通过建立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

对经营管理团队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进行开源节流、降本增效，不断提升盈利能力。未来还将

进一步优化生产管理系统等，对采购、供应、生产、经营等工作，进行透明化、系统化、实时化和精益化

管理，通过优化企业资源达到资源效益最大化。  

公司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29,388,757.7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506,637,768.3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791.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633,434.0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4.65%。 

公司已于2020年4月启动了25万吨生产装置提质增效技改和75万吨钾盐扩建改造项目。根据目前进度，

预计该项目将于2021年9月份起启动投料试车，并计划于2021年底达产，届时可形成年产100万吨标准氯化

钾生产能力规模。 

与此同时，公司正在推进对老挝甘蒙省179.8平方公里彭下－农波钾盐矿资产的收购工作，该矿区与35

平方公里钾盐矿区相连，钾盐矿矿石总量约为 39.35亿吨，折纯氯化钾约为 6.77亿吨。若本次交易完成，

公司将合计拥有老挝甘蒙省214.8平方公里钾盐采矿权，折纯氯化钾8.29亿吨，将成为亚洲最大单体钾矿资

源量企业，高效协同开发两矿资源。公司规划在3-5年内至少形成300万吨的钾肥产能，未来根据战略需要

和市场环境等，继续扩大产能，发展成为国际级钾肥供应商，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报告期内，其他重要事项如下： 

1、公司与中农十方增资纠纷一案 

公司已收到相关款项共计447,946,520.73元，公司暂未收到其余股东应支付的相关款项。公司将继续

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2、公司与东凌实业放弃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中农国际钾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重大资产重

组的配套新增资本纠纷事项 

公司累计收到广州中院转账的执行款项7,965.04万元，公司暂未收到东凌实业应支付的其他剩余违约

金。公司将继续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3、公司与赖宁昌先生放弃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中农国际钾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重大资产

重组的配套新增资本纠纷事项 

公司收到赖宁昌先生转账的违约金1000万元和案件受理费8.18万元。公司收到的金额与海珠法院一审

判决赖宁昌先生应向公司支付的金额一致，至此，（2018）年粤0105民初2741号案项下全部权利义务均履

行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

公告》。 

4、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已于2021年7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亚钾国际投资（广

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鉴于本次交易相关工作的整体安排，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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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5、关于公司老挝100万吨/年钾肥改扩建项目 

受到老挝疫情反复的影响，公司老挝100万吨/年钾肥改扩建项目安装调试人员进入老挝受限，造成项

目投产时间滞后。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协调老挝有关部门解决上述人员入境受限问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老挝100万吨/年钾肥改扩建项目进展的公

告》。 

6、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公司长期战略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子公司中农国际及其控股公司2021年度拟与关联方中农集团

及其控股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80,000万元人民币，具体交易合同由交易双方根据实

际发生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柏春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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