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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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执行本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作出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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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丰生化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51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康

王楚

办公地址

江苏苏州通园路 208 号苏化科技园

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苏化路 1 号

电话

0512-62650502

0516-88920479

电子信箱

lfshdmb@jslanfeng.com

lfshdmb@jslanf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为：
1、农化业务：杀菌剂原药及制剂、杀虫剂原药及制剂、除草剂原药及制剂、精细化工中间体的生产和销售。
2、医药业务：原料药、片剂、胶囊剂、日用化妆品、卫生用品类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1、农化业务：公司农化业务主要产品包括杀菌剂多菌灵、甲基硫菌灵，除草剂环嗪酮，杀虫剂丁硫克百威，光气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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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氯甲酸甲酯、氯甲酸乙酯、环己酯等，硫酸，邻苯二胺等。
2、医药业务：方舟制药主要从事抗老年痴呆、抗肿瘤、抗感染等类中成药、化学药、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
要产品包括复方斑蝥胶囊、丹栀逍遥胶囊、盐酸多奈哌齐片、养阴降糖片、阿胶当归胶囊、一清片等。
（三）行业格局和趋势
1、农药行业
（1）农药行业特点和地位
农药行业处于化工产业链的末端，属于精细化工行业，对技术的依赖性大，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成功率低，
一旦研制成功则利润丰厚。农药行业价值链分工包括产品研发，中间体、原药、制剂生产，渠道网络等环节，产业价值链的
典型特征是“中间小、两头大”，即中间生产环节附加值较低，前端技术研发、产品创制和后端品牌、渠道拥有较高附加值。
农药行业是重要的支农产业之一，在全球人口增长及耕地面积减少的矛盾下，农药的广泛使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解
决的粮食问题的重要出路。但农药使用同时也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所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农药
的毒性问题和残留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行业被迫向高效、低毒、低用量的方向发展。但在农业生产无根本性变化的可预见
未来，世界农业对农药的依赖依然不会减弱，在此种不得不为的格局下，农药产业的布局也将影响一个国家农业及其他轻重
工业的发展。
国外农药工业起步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农药工业已从高速成长期进入了成熟期。我国农药产业起步晚，但从上
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为提高农药自给率，国家不断加大对农药行业的投入力度，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国。由于发
达国家农药企业受环保和生产成本等因素影响，农药的生产基地一直在向外转移，中国农药企业在原料配套、劳动力成本等
方面具有较强的综合优势，从而成为最主要的产能转移承接者。近年来，我国农药出口量逐年增长，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主要
的农药出口国。
（2）农药行业发展趋势
第一、行业整合加速，推动农药产业集聚。我国农药产能、产量处于世界前列，但产业集中度低、企业数量多，大部
分规模小，产能过剩、贴牌销售，处于价值链低端。不少企业存在安全环保隐患多、技术装备水平落后、环保安全投入不足
等问题。针对现状，国家利用产业政策引导，大力推进企业间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促使农药工业朝着集约化、规模
化、专业化、特色化的方向转变。未来，集约化、规模化是农药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以及环保压
力加大，我国农药行业正进入新一轮整合期。技术领先、机制合理、经营灵活的企业将成为行业整合的主导力量，通过行业
整合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第二、原药制剂一体化。制剂企业通过产品的深加工，掌握销售渠道资源，盈利水平逐步提升，部分实力较强的原药企
业为了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也开始进入制剂领域；而部分制剂企业也加快向上游原药领域延伸，积极获取行业竞争的主动权。
随着行业纵向一体化的发展，未来国内农药行业将呈现原药、制剂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第三、生产工艺优化，创新水平提升。对于化学农药原药生产，其核心技术为化合物合成技术，由于原材料、合成方法
的差异，可研发设计不同的工艺路线进行生产，并直接影响产品质量、成本以及环境污染程度，最终影响该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优秀的原药企业通过对化合物合成技术的不断优化和突破，提高工艺路线效率，制剂制造企业通过剂型的开发和创新，
提高产品防效，提升环境安全水平，从而形成在该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
2、医药行业
（1）医药行业特点和地位
医药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受益于国民经济及人民生活动水平的提高，医药工
业保持了稳步、快速地增长。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受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及医保控费、招标降价等政策因素的影响，医药工
业的增速逐步放缓。但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趋势加快所带来的市场刚需，以及国家逐年加大对医疗卫生
事业的投入，仍将驱动医药行业保持中高速增长。
医药行业为弱周期行业，受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较小。随着国家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趋势加剧，人民经济条件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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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提高，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增加，医药行业仍将保持相对稳健的发展态势。
（2）医药行业发展趋势
第一、 医药商业集中度提升。随着2017年“两票制”全面推行，药品流通行业集中度将明显加速。一些过票违规、品种
较少、缺乏竞争力的中小医药商业，将被彻底淘汰。两票制”政策的深入执行，将进一步压缩药品流通环节，提升产业集中
度，医药服务供应链集成管理模式将进一步优化。
第二、一致性评价带来制药企业洗牌。 药物一致性评价是新医改的核心政策之一，旨在提高药品质量、减少同质化竞
争、淘汰僵尸文号、鼓励新药开发等。尤其对以仿制药为主的中小制药企业来说，一致性评价带来BE开展难、BE风险高、
品种选择难、投入高等诸多困难。 一致性评价将继续淘汰一批资金、研发和营销实力弱的医药企业。以往纯靠营销和渠道
建设的医药企业，将会随着品种的优胜劣汰而渐渐落幕。
第三、“三医联动”贯穿全产业链联动改革。 三医联动即是医疗、医保、医药改革联动，贯穿全产业链，是未来的医改
核心。“三医联动”政策的不断推进，将改变目前医疗与医药市场的格局，行业的集中度将逐渐提高，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总
体趋势是往微利方向进行。医疗方面，分级医疗构建家庭医生制度，在分级诊疗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互联网医疗平台也迎来
了巨大的创新机遇。医保方面，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两保合一”整合推进。“两保合一”之后，医保目录将根据“就高不就
低”的原则，增加原参保人员的用药范围、报销水平等，调整预计将新增300多种药物，进而带来市场扩容的机会。医保支付
方式开始向按病种付费转移。医药方面，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将淘汰一批研发技术落后的企业，实现制药行业“去产能”的任务。
要价谈判制度将覆盖更多区域，未来药品采购形式将更加丰富。
（四）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致力于打造农药化工和健康医药两大主业健康发展的具有国内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农化业务方面力图在现有
的资源版图上精耕细作，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销售策略，不断锻炼本领强化内功，提高环境治理能力，提升抗
风险能力，通过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带动产业稳步向前发展。医药业务是公司未来发展的重心，是公司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未来会以现有业务为核心，通过内延发展和外延扩张的方式，向产业纵深延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做大做强医药板块，
推动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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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1,481,392,133.59

1,850,640,889.79

-19.95%

1,456,688,70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4,951,321.77

35,446,784.19

-2,568.35%

107,283,13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5,531,440.67

49,025,172.92

-1,885.88%

93,659,958.66

73,297,827.82

55,327,101.19

32.48%

332,907,814.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57

0.10

-2,670.00%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57

0.10

-2,670.00%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76%

1.39%

-43.15%

4.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526,869,987.07

4,032,403,531.87

-12.54%

4,057,135,20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57,103,930.93

2,533,185,235.40

-34.58%

2,516,561,9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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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50,740,422.25

467,632,213.31

229,346,144.62

333,673,35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03,808.40

3,879,957.21

-66,009,685.58

-839,725,40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151,587.92

-1,022,970.70

-67,843,122.15

-831,816,93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905,405.36

292,765,827.78

89,503,035.14

-179,065,6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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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5,045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9,018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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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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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化集团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20.09%

68,334,137

新沂市华益投
境内非国有
资管理有限公
法人
司

10.59%

36,001,020

9.88%

33,610,001

苏州格林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9.74%

33,123,295

深圳市吉富启
境内非国有
晟投资合伙企
法人
业（有限合伙）

4.96%

16,853,932

TBP Noah
Medical
境外法人
Holdings (H.K.)
Limited

3.41%

11,601,123

长城国融投资
国有法人
管理有限公司

3.30%

11,235,955

11,235,955

上海金重投资
境内非国有
合伙企业（有限
法人
合伙）

2.42%

8,222,845

8,222,845

北京中金国联
盈泰投资发展 境内非国有
中心（有限合 法人
伙）

1.38%

4,681,647

4,681,647

东吴证券股份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1.38%

4,681,647

4,681,647

王宇

境内自然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49,000,000

质押

33,610,000

冻结

33,610,001

9,363,295 质押

30,000,000

23,793,411

16,85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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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1、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为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除上述关联关系，
动的说明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不适用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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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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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情况
2018年，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加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单边与贸易保护主义加大经济发展了风险，全球经济增速出
现下滑迹象。国内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高水平开放，大力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统筹协
调，稳步发展，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农化行业方面环保形势愈发严峻，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国家铁腕整治环保突出问题，环保督查“回头看”强力开展，
企业面临限产、减产、停产等不利局面。大宗商品受供需结构变动影响，原材料价格走高，行业产量增速下滑，行业龙头效
应显著增强。医药行业迎来新形势，食药监总局、卫计委、国务院医改办等十多个部委（局、办）撤销，组建国家医疗保障
局、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健康委等，新《药品管理法》也即将通过实施。大重组、大变革来了，从发展理念、监管体制，
到行业政策、产业格局等都将发生改变。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农化+医药双主业发展战略，积极克服不利因素和影响，围绕年初制定的经济目标开展各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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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全年共实现营业收入148,139.21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9.95%；由于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固定资产减值及母公司农化停
产整顿的影响，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87,495.13万元。
（二）农化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农化业务“环保风暴”疾风厉势，发展压力前所未有。公司顶住压力，积极面对，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影响，
全力推进环境问题整改，加快推进库存危废减量化处置，认真实施厂区现场整改，积极做好场地规范化建设，快速制定并落
实水质监测方案等，尽最大努力和能力实施整改，恢复生产。
公司危化品安全许可证顺利到期换证。安全职能部门积极借鉴一流企业安全管理方法和理念开展HAZOP分析。公司深
入开展推进安全设计诊断工作，积极转变安全检查的方式方法，督促各生产车间安全过程管理，对安全管理向纵深推进作了
有益探索。针对公司的“两重点一重大”一一制定措施，让涉及岗位员工熟练掌握管理方案和应急处理措施，做到受控和可控。
公司不断加大现有产品的技改力度，积极推进“三精三化一体化”。在2018年第十八届全国农药交流会上，公司环嗪酮新
型环合工艺制备方法获得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技术创新一等奖。环嗪酮“脱溶、结晶、离心、干燥一体化”技改工程和甲基硫菌
灵“离心、干燥、包装一体化”技改工程，一次性开车成功，安全性能、环保及现场管理有显著提升，取得预期效果。甲酯脱
酸连续化开车成功、运行稳定，消耗更低，操作更简单便捷。环己酯精馏重组分排残方式改进，减少固废和再沸器设备损坏，
降低原料消耗。新造气系统及DCS控制室的搬迁并辅助了SIS安全联锁，运行更稳定，控制更方便，本质更安全。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了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视察组的现场视察。
（三）医药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受医药行业政策及市场变化的影响，方舟制药产品销量下降，销售收入及利润下滑。公司原料车间和制剂车
间顺利通过国家药监部门现场核查，并于2018年4月和11月分别拿到陕西省药监局颁发的新版GMP证书。营销系统在“学术
推广、商务统管、终端分销”的指导思想下，持续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推广活动；在两票制下搭建优势商业渠道，优化商业
结构，产品销售渠道逐渐归拢，与国控系统、上药的战略合作持续深化展开。明确代理商区域、业务单元，大力开发医院等
终端，加强方舟处方产品在中标区域医疗终端的覆盖。药品销售渠道归拢初见成效，营销管理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同时，加
强公司风险管控，严格执行资信审批制，对公司经营管理进行内部审计，降低了公司的运行风险。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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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农药原药及制剂

965,211,073.74

803,390,047.41

16.77%

-11.71%

-6.07%

-4.99%

精细化工中间体

224,898,175.48

175,673,487.97

21.89%

-23.09%

-28.43%

5.82%

硫酸

58,090,651.45

61,734,181.50

-6.27%

-17.07%

-9.38%

-9.01%

加工产品

23,858,226.51

18,147,474.83

23.94%

-45.60%

-50.01%

6.73%

其他农化产品

40,108,483.13

33,356,159.92

16.84%

122.00%

164.53%

-13.37%

169,225,523.28

28,578,920.44

83.11%

-49.18%

-56.80%

2.97%

医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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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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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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19.95%，营业成本下降12.92%。主要产品销售毛利35,115万元，比去年同期55,735万
元，减少了20,293万元，综合毛利率为24.25%，比去年的30.37%，下降6.1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公司受环保影响停产3个
月，产销量减少，公司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均有较大减少，但成本下降幅度要小于售价下降幅度。公司本报告期计提商誉、
固定资产、其他应收款等资产减值准备，导致本期净利润大幅下滑。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月8日，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调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的规定，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并且违法行为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可能
存在终止上市风险，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并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限满后的十五个
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立案调查事项
进展暨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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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以下
简称“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修订后的一般企业
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自颁布规定之日起执行。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及可比会计期间比较数据的相应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
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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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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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振华
2019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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