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会议纪要
一、说明会基本情况
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4 月 7 日（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互动平台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形式
公司参会人员：公司董事、总裁黄镔先生，董事、财务总监杨小红女士，独立董事
张永冀先生，董事会秘书魏万炜先生
二、说明会主要内容纪要
1. 请问公司是怎样与中石油合作实现渠道创新的。
答：公司与中石油非油渠道昆仑好客合作，用专有品牌“春来早”在其加油站系统
部署我们的复合肥产品，利用遍布农村的加油站直接面向种植户提供销售与服务，在东
北市场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并取得良好效果，目前双方正积极推动将该合作模式向关内中
石油的加油站推行。谢谢！
2. 请问 2021 年一季度业绩怎样？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于 4 月 15 号公布一季报，请您关注。
3. 公司 2020 年研发进展情况如何？
答：公司拥有完善的研发体系和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拥有先进完备的研发和检测
设备，建有精密分析实验室和现代化试验基地，可满足不同技术系列、不同试验标准要
求的检测和试验。
研发平台建设。公司建立了科学、先进的产品研发体系，实验室配套了价值近千万
元的先进的大型检测设备和无损检测设备，支撑公司产品创新。公司为了进一步扩大研
发优势，在北京总部正在建设行业最先进的新型肥料研发实验室，进一步提升开展土壤
与肥料之间的关系、作物与肥料之间的关系和肥料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关系研究。在湖北
荆门建有新型肥料研发中心、实验种植基地和尿基复合肥、高塔复合肥试验工厂，支撑
公司工艺技术研究和转化。

研发软件投入。公司不断加大研发人员招聘，强化自主研发和产学研合作。目前引
进高层次人才 1 名，应用技术研究人员 100 多名，从原始创新、产品开发、应用技术等
多个方面，推动公司新型肥料开发及推广应用。 国家及省部级平台建设不断加强。与
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共建中国农大-新洋丰新型肥料研发中心，公司设立了企业博士后工
作站，与高等院校联合培养企业急需的研发人才。“农业农村部作物专用肥料重点实验
室”联合中国农业大学、英国洛桑试验站等国内外高水平科研机构，引进了国际最先进
的土壤-作物-肥料检测设备、手段和理论技术，通过开放课题，加强本地化的土壤作物
无损检测建模技术研究，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油菜开放课题“油菜精准轻简高效养
分管理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引进山东农业大学“生
物基缓控释肥专利”技术，建设 5 万吨控释肥生产线，同时设立“缓控释肥产品研发与
应用技术研究”开放课题，推动新型可降解、低成本膜材研究。
国际研发平台方面。与国际国内权威专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优势企业机构广
泛开展合作交流，通过借脑风暴实现科学技术的高位嫁接，增强企业技术研发创新能力。
2020 年公司成立 MAX-IFIC 国际肥料创新中心，在国际合作方面，与国际肥料行业知名
企业和肥料专家合作，聘请国际肥料工业协会前主席、前秘书长、国际肥料发展中心新
型肥料中心主任等多位国际肥料专家担任技术顾问，紧跟国际上最先进的肥料生产技术
和工艺，应用国际最前沿技术，成功开发了“洋丰优雅”系列、“水白金”高端系列、
力赛诺“ENOKA”系列产品。公司将持续与国际高层次科技人才合作，支撑公司产品创
新，引导国内化肥行业技术进步，推动行业构建以作物为导向的专用肥料产品体系，促
进农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
4. 公司 2020 年的分季度经营情况？
答：您好！2020 年，公司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分别实现收入
28.11 亿元、25.68 亿元、28.63 亿元和 18.26 亿元。公司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
度、第四季度分别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 亿元、3.11 亿元、2.92 亿元
和 1.59 亿元。公司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分别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1.91 亿元、2.98 亿元、2.53 亿元和 1.79 亿元。
5. 公司所在行业利润水平变动趋势和变动原因？
答：您好，公司所属磷复肥行业的发展与其上下游 的行业发展密切相关，上游的
行业基础肥料氮磷钾及其他原材料价格波动直接影响磷复肥行业利润水平，下游的行业

农业生产规模、粮食产量等也直接影响磷复肥行业市场规模和利润水平，农业生产规模，
粮食产量与磷复肥市场需求和行业利润水平正相关。 公司是行业老牌企业，市场经验
丰富，多年来通过布局上游原材料产能尽可能平滑原材料周期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近三年来常规复合肥毛利率稳定在 20%左右（2020 年剔除运费成本），新型复合肥毛利
率稳定在 25%左右（2020 年剔除运费成本），2016 年来在全国复合肥消费量整体收缩的
背景下，市占率逐年呈走高趋势，谢谢！
6. 公司的采购模式是怎样的？
答：您好，新洋丰生产过程所需原材料包括尿素、氯化铵、氯化钾、合成氨、硫磺、
磷矿石等，公司采取“集中采购、统一调配”的采购模式，首先汇总各生产单位采购计
划，统一安排采购活动，并根据各生产单位所辐射的供应商和运输半径进行调配，最大
限度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效率。由于下游用户存在季节性采购的特点，使得复合肥
行业销售淡、旺季特征明显，在复合肥销售旺季，上游氮、磷、钾等单质肥原材料供应
紧张且价格上涨。因此，为了降低采购成本，保证复合肥原材料供应，新洋丰采取淡季
低价储备，错季采购的策略。 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具体操作是：由物资供应部负责统一
管理，物资采购原则上以产定供，采购计划由各生产单位根据生产调度指令编制，生产
调度部审核统一汇总提交物资供应部；物资供应部将根据供应商数据库选择供应商，根
据客户订单及生产经营计划采用持续分批量的形式向供应商实施采购。谢谢！
7. 公司的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是否可以替代传统水泥，石膏等材料，能否减少碳
排放，促进碳达峰和碳综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包括水泥缓凝剂、石膏砂浆
等，力争变废为宝
8. 公司的磷矿石的自给比例多少？尿素价格上涨对于公司 2021 年复合肥毛利有
多少影响？
答：公司目前磷矿石供应还没有实现自给，全部需要外购，但有一部分由大股东旗
下的控股参股企业供应，这部分属于关联交易，请关注相应的信息披露。 2、尿素价格
自 2020 年下半年起呈上涨趋势，但受到下游农业需求转好和经销商拿货积极性提高的
影响，公司的复合肥产品价格自 2020 年年底也有一定幅度的上涨，且公司在生产旺季
提前备有 2-3 个月的原材料，因此对公司毛利率没有明显影响。 谢谢！
9. 麻烦详细说说公司的品牌、渠道与技术服务优势？

答：您好，公司现已形成“洋丰”“澳特尔”“力赛诺”和“乐开怀”四大品牌，
多品牌的策略适应了当前农资市场信息和竞争不充分的现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一直
以来，公司坚持以工匠精神夯实产品体系，高度重视品牌价值和影响的提升。公司现有
营销人员近 1,000 名，一级经销商 5,500 多家，终端零售商 70,000 多家，现有营销网
络稳定性好、执行力强、覆盖面广，销售网络遍布中国大陆所有省、市和自治区，具备
业内网络分布最密、专业水平居高的营销队伍。公司在东北、湖北、河南等重点市场已
经建立绝对领先的优势；此外，西南、东南等相对薄弱的市场作为重点市场，不断加大
资源投入，提升市场占有率。 公司与中石油合作纵深扩展，以“春来早”为渠道专用
品牌，建设了一条新的渠道经营模式。以东北市场为首发，经过三年的积淀，合作区域
正逐步向西北及全国网点扩散。其他跨行、跨业、跨上下游的专业渠道合作也在持续推
进。 公司自 2017 年开始组建技术服务部门，现已形成一支近 200 名经验丰富的农艺师
组成的高素质专业队伍，这些农艺师均毕业于国内著名农业院校或具有多年生产实践经
验，普遍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硕士以上学历超过 70%。公司未来仍将持续扩大农艺
师团队的规模，预计十四五末，实现技术服务人员 400 人以上的规模。通过提供优质高
效的技术服务实行差异化竞争、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增强经销商与种植户的粘性，
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截至 2020 年底，公司技术服务部门已建设完成 426 块高
标准示范田基地，其规模居业内领先水平，覆盖全国主要省、市、自治区及主要经济作
物、大田作物品种。通过建设高标准示范田，向经销商与种植户直观展示新型肥的肥效，
助力新型肥料的推广。谢谢！
10.集团什么时候将磷矿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答：您好，公司将按照相关承诺事项，将符合条件的磷矿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请关
注后续的披露公告。
11.公司生产经营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和能源及其供应情况如何？
答：您好，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包括尿素、氯化铵、氯化钾、合成氨、硫磺、
磷矿石等，生产所耗用的能源和动力主要有水、电、煤炭等，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供
应较为充足。谢谢！
12.公司 2021 年在磷石膏治理和转化利用方面有什么规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在 2020 年年报中，公司披露的在建工程项目下，有几
个磷石膏治理的生产线，公司将力争早日建成。

13.公司所在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答：您好，复合肥行业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受南北方农作
物差异影响，运输、储存等条件制约，复合肥销售存在一定的销售区域性。受农业生产
季节性规律制约，化肥产品、尤其是复合肥产品销售存在较明显的季节性特征。通常情
况下，每年 2 至 5 月，7 至 10 月为复合肥产品的销售旺季，其余时间为复合肥产品的销
售淡季。但随着经销商因化肥价格波动及用肥季节提前或推迟等影响，随时调整其淡储
旺销策略，导致各年份间复合肥的销售淡旺季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谢谢！
14.简述一下公司 2020 年的经营情况？
答：您好！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6,853.32 万元，同比增长 7.94%；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476.29 万元，同比增长 46.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92，033.39 万元，同比增长 44.0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3250.42 万元，同比增长 61.56%。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133,001.19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16.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2,223.55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6.32%。
15.在发展中公司对磷肥行业未来发展状况如何判断？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磷复肥工业协会的十四五规划，磷肥行业在十四五
期间仍将推进去产能化，磷肥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将大大缓解。
16.公司在新型肥料的产能建设方面有何布局？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在产能建设方面，2020 年公司投资建设 30 万吨的高品
质经济作物专用肥项目，预计 2021 年的 6、7 月份正式投产，有望助力 2021 年秋肥期
间销量的提升。公司现金流表现优秀，未来几年，公司也将视市场需求和现有产能利用
率情况投建新型肥产能。新建产能均为公司现有的畅销品种或者产能欠缺的品种，预计
建成后产能利用率将维持较高水平。
17.公司资源优势与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具体是什么？
答：您好，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公司已形成了产业链一体化的竞争优势，具有年
产各类高浓度磷复肥逾 800 万吨的生产能力和 320 万吨低品位磷矿洗选能力，配套生产
硫酸、合成氨、硫酸钾、硝酸。公司的硫酸、合成氨与硝酸均自用，公司拥有全国最大
的磷酸一铵产能，磷酸一铵可以充分满足自用。此外，公司是复合肥行业规模前三甲中，
唯一具有钾肥进口权的企业，每年进口的钾肥可以满足公司一半的生产需求。公司已启

动 30 万吨/年合成氨技改项目。上游原材料的布局，为公司构筑了成本领先的竞争优势。
同时，公司顺应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产业链向下游延伸至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
完善。谢谢！
18.公司分地区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分地区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1）东北地区，
实现收入 15.60 亿元，占比 15.49%。
（2）华北地区，实现收入 20.51 亿元，占比 20.37%。
（3）华南地区，实现收入 29.15 亿元，占比 28.94%。（4）西北地区实现收入 12.94
亿元，占比 12.85%。（5）南方区域，实现收入 17.16 亿元，占比 17.04%；（6）境外，
实现收入 5.34 亿元，占比 5.31%。
19.行业自 2020 年开始好转，从周期角度 一般会持续几年；公司产品用于主粮的
比例占多少，蔬菜水果占多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 2000 年以来的发展历史，复合肥的消费量与主粮
价格呈现高度的正相关，预计未来行业景气度会跟随主粮价格维持景气周期。 公司常
规复合肥主要用于主粮生产，占比五成以上，新型肥料主要用于蔬菜水果的生产，占比
二成以上，磷肥产品主要用于复合肥的原料供应。
20.新冠疫情对公司有影响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新冠疫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已无影响。
21.方便详细说一下拥有哪些技术服务实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经过多年在终端市场的技术服务实践，公司已经搭建了
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西南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近 20 多所科研院所
专家组成的专家顾问团队；在技术服务的落地上，公司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
战略合作，由公司内部近 200 名农艺师团队以及基层服务团队组建技术服务的金字塔体
系。该体系为核心经销商、核心大客户、大型种植基地及大型政府采购项目等提供全程
技术服务指导，重点实现“三聚焦”即聚焦区域、聚焦作物、聚焦新品，为客户提供作
物种植整体解决方案、区域技术服务、示范田建设与观摩会、定制产品、测土配方施肥
指导、全程跟踪指导等技术服务，以促进新型肥料产品的推广，提高市场占有率；为政
府采购项目提供定制产品服务和售后指导等综合技术服务，更好地践行企业使命和责任。
同时，公司通过新洋丰农学堂、澳特尔乐农社两大技术服务公众号搭建全方位的线上服
务平台，创建“新洋丰·心服务”视频号等多样化云服务平台。通过线下和线上联动，

解决技术服务的深度和广度问题，实现技术服务的全过程、全覆盖。通过公司完善的技
术服务体系和网络实现公司产品创新、营销创新和服务创新战略，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知
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22.公司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答：您好，公司产品主要应用在农业领域，除磷铵产品外，消费群体为广大农民，
主要客户群体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农资公司以及农户等。谢谢！
23.公司拥有哪些渠道资源？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在全国建有 35 个销售分公司，通过“一级代理直
管、深度营销”模式进行统一销售，并且根据地域差异、客户差异、季节差异、服务差
异实行差异化营销模式，持续创造渠道价值。公司现有一级经销商 5,500 多家，终端零
售商 70,000 多家，构建了“点面结合、纵横交错、重点突出、辐射全国”的市场体系，
营销网络稳定性好、执行力强，遍布中国内地所有省、市和自治区，在湖北、河南、吉
林等农业大省市场占有率稳居前列。在渠道管理与创新上，公司采取县级主要代理、乡
镇网络分销、基地周边直销、专业户专营、种植大户直供、公司化运作与批零一体化、
区域服务中心、第三方渠道共享等多种创新营销模式。通过全面的渠道延伸与渗透，加
之典型模式精准复制，有效释放自身品牌优势、产品优势、服务优势与产能优势。此外，
公司协同广西田园，为双方合资公司获取农药定点资质，2021 年参股隆平高科控股子公
司隆平生物，为“种、肥、药”一体化创新业务奠定了基础。
24.2021 年公司销售目标是怎样？
答：您好，2020 年，公司在新型肥料的研发创新、技术服务团队建设、产能建设方
面都有布局，2021 年争取在常规复合肥和新型肥料、特别是新型肥料上都有稳定的销量
增长，行业市占率进一步提升。
25.2021 年在营销创新方面有什么规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营销创新主要是着力于以下几点：一是渠道升级，
主要从渠道的密度、宽度、灵活度、响应速度四维发力。二是多措并举推动新型肥料增
量。包括全方位推进新产品终端展示、完善新型肥料销售正负激励机制、营销资源向经
济作物集中的主战场聚焦、强化重点市场会议营销及典型挖掘、打造区域内部新型肥料
推广小气候及自循环、提升技术推广队伍激励及服务效率等。三是加强业务员素质提升，
通过外聘的营销、研发、种植实践专家和公司高管、技术骨干开展系统培训，从思想素

质、营销技能、产品技能、种植技能四大模块对业务员素质进行全面提升。四是深度借
力渠道创新与模式创新。全力推动东北中石油合作的进一步扩大与实现增量，同时深刻
总结东北中石油成功经验，推广至重庆邮政等其它渠道网络上。深化“公司化运作”标
杆市场打造和典型经验的复制工作，制定三年目标并稳步推进，寻找、扶持新客户并给
予倾斜性政策支持。
26.请介绍一下现代农业产业解决方案业务。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在聚焦复合肥主业做大做强做优的基础上，紧跟中
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关注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与现代农业的结合与应用，充
分利用上市公司的优势，通过战略投资和资源整合，在创新与资本的双轮驱动下，以内
生发展和外延式扩张相结合的方式，向现代农业方向延伸，通过主要水果品种的示范种
植引导，将当地的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纳入到自身产业体系之中，打通从农资生产到种植
和农产品销售的全产业链，不仅可以增强客户的粘性，提升公司复合肥销量，而且有望
为公司打造出新的业绩增长点。
27.目前情况所在行业与下游行业的关联性？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复合肥和现代农业服务行业的下游 行业为农业，面向
对象为经销商和农户，最终消费群体为广大农户，以农户的需求为导向进行生产和服务。
近年来我国耕地面积基本维持稳定，对复合肥消费量有刚性需求。2016 年以来，农产品
下行影响了农民的用肥意愿和消费能力，去年来随着主粮价格见底回升，复合肥消费量
有望跟随复苏回暖。除此之外，经济作物的亩均利润远高于大田作物，近年来我国经济
作物种植面积略有扩大，有望带动新型复合肥加速渗透，但对企业的研发技术实力和配
套技术服务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复合肥行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与下
游 行业农业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谢谢！
28.公司 2021 年底主要财务数据分析有哪些？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6,853.32 万元，同比
增长 7.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476.29 万元，同比增长 46.65%；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92，033.39 万元，同比增长 44.09%；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3250.42 万元，同比增长 61.56%。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资产为 1,133,001.19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16.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2,223.55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6.32%。流动资产增加 70,832.26 万元，增幅 12.36%,

主要是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非流动资产增加 90,360.81 万元，增幅 22.67%，
主要原因系公司在建工程项目中全资子公司宜昌新洋丰新建磷酸铵和聚磷酸铵及磷资
源综合利用项目进度增加。资产总额增加 161,193.06 万元，增幅 16.59%,增长原因同上。
流动负债增加 113,630.21 万元，增幅 45.78%，主要是应付账款及预收账款增加。非流
动负债增加 4,827.34 万元，增幅 8.93%，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负债总额增加 118,457.55 万元，增长 39.19%，原因同流动负债。所有者权益增加
42,735.52 万元，增幅 6.38%，主要原因系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29.公司华南地区和南方区域的区别是什么？
答：华南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南方区域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云
南等省份。
30.请问公司实控人杨学才是否有持股其他企业？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杨学才先生自 2010 年 1 月至今任洋丰集团董事长，自
2014 年 4 月 16 日起担任公司董事长。除持有洋丰集团 40.70%股份、直接持有公司 4.55%
外，未直接持股其他企业。谢谢！
31.请问贵公司 2020 年的管理费用为何比 2019 年上涨了 50% 主要用于哪里 2021
年管理费用是否得到控制？
答：您好!公司管理费用 2020 年比 2019 年增加主要原因是修理费用增长了；公司
年初会对管理费用进行预算并严格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