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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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宋睿

董事

出差

王生兵

张光喜

董事

出差

尹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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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10,1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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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云图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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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3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生兵

陈银

办公地址

成都市青羊大道 97 号 1 栋优诺国际 1204 成都市青羊大道 97 号 1 栋优诺国际 1204

电话

（028）87373422

（028）87373422

电子信箱

zhengquan@wintrueholding.com

zhengquan@wintruehol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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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业务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复合肥的生产和销售，并沿着复合肥产业链进行深度开发和市场拓展，积
极探索稳定发展的新思路，通过多年来的资源整合、品牌塑造、市场网络、研发及生产能力建设等举措，
现已形成复合肥、调味品（食用盐及川菜调味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主要产品包括复合肥、食用盐、
工业盐、川菜调味品、纯碱、氯化铵、磷酸一铵、磷化工产品等。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介绍如下：
（1）复合肥业务
公司以生产和销售多系列、多品种复合肥以及围绕复合肥产业链深度开发为主营业务，复合肥业务是
公司的传统核心业务。本着“靠近资源，靠近市场”的战略方针，公司分别在四川眉山、湖北应城、湖北宜
城、湖北松滋、河南宁陵、山东平原、新疆昌吉等地设立了复合肥生产基地，是中国复肥行业生产基地最
多的供应商之一。截至目前，公司拥有复合肥年产能 510 万吨，其中普通复合肥产能 70 万吨，硝基、缓
控、水溶肥、BB 肥等新型复合肥合计 440 万吨，新型复合肥约占 86%，产品线覆盖全水溶、缓释肥、高
塔尿基、高塔硝基、喷浆硫基、喷浆硝硫基、高浓度氯基、高浓度硫基、中低浓度复合肥、有机-无机复合
肥等全线产品，能够满足不同种植区、种植作物的用肥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紧跟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减肥增效、土壤修复等新型农业的政策指向，聚焦现代化农
业服务、农作物高效种植进行市场精耕，稳步推进复合肥业务，推动公司由复合肥制造企业转向高效种植
综合解决方案提供者。
（2）调味品业务（包括食用盐及川菜调味品）
1）食用盐业务
食用盐业务是公司复合肥上游“盐-碱-肥”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公司自 2011 年并购复合肥上游盐资源
以来，重点发展了食用盐业务，致力打造多品类健康盐专家，先后推出海藻碘盐、低钠盐、无钾低钠盐等
符合国家食用盐发展方向的差异化品种，开发以“益盐堂”为主品牌的八大品牌系列 300 多个单品，并上市
120 多个单品。公司建有湖北、辽宁等食盐供应基地，完成盐产品、添加剂、包材等多产业链布局。
盐改以来，食盐市场规则和竞争格局不断变化，对公司食用盐业务模式及产品市场竞争产生一定影响。
食盐本身具有价格低、附加值低、质量重、消耗慢等客观属性，且带有准公共产品特征，相较普通快消品
来说回购周期长、消费频次低、产销量稳定，并不能采用普通快消品的营销方式，因此报告期公司根据最
新的盐业政策，依托现有的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不断完善食盐产品结构，提升益盐堂品牌效应，着力推
进多元化的渠道建设，力争在稳定现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食盐市场。
2）川菜调味品业务
鉴于食用盐与调味品拥有高度一致的渠道类型，公司积极推进与盐同渠道的调味品的战略转型及发展
规划。川菜属于我国四大菜系之一，调味多变，因别具一格的烹调手法和浓郁的地方风味深受消费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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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餐饮和消费的升级，带动了川菜调味品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但目前川菜调味品及即食食品行
业集中度不高，鉴于此，根据公司战略目标和资源现状，结合自身地理位置优势，选择主攻川菜调味品。
因郫县豆瓣及四川泡菜是川菜的基础调味料，也是川菜复合调味料生产的必备原料，公司川菜调味品业务
主要围绕郫县豆瓣及四川泡菜开展，并拓展到即食类泡制品及佐餐小菜品类，建立多品类的竞争优势，有
效提升产品价值。

2、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复合肥行业
行业发展状况：公司所处化肥行业中的复合肥行业，化肥行业虽然产能严重过剩，但是随着现代农业
生态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方式转变，新型复合肥需求持续增长，复合肥行业依然是国家重点支持行
业，是保证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基础。当前，化肥行业处在供给侧优化阶段，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一方面产能结构性过剩、产品同质化严重、低水平竞争等严峻现状倒逼肥企转型升级，加大技术创新能力，
提升农化服务水平，完善产业链，提升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国家扶持政策取消、农业供给侧改革深化、
安全环保从严以及土壤环境保护法、减施增效、有机肥替代等政策迫使化肥行业深化改革，加速新旧动能
转换、减量增效。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现代化绿色农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对
复合肥新产品、新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多，预计复合肥行业将向着规模化、高效化、生态化、新型化、农业
综合服务方向发展。
1）从产业政策上看，当前我国大力推进低碳减排，发展现代化绿色高效农业，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引导化肥产业转型升级：国务院相继颁布“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等相关政策，工信部发
布《关于推进化肥行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农业部印发《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2017
年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工作安排》等。这些举措对行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提出了日益紧迫的要
求，农业供给侧改革将是化肥化工行业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主旋律。
2）从产品结构上看，我国农业种植结构优化调整、土地流转加快、耕地集中化和种植规模化，促使
复合肥行业结构调整升级，科学施肥、提质增效的种植方式得到普及，产品结构向高效化、专用化、功能
化发展，新型复合肥成为复合肥行业调整发展的重要方向，以缓控释肥、硝基复合肥、水溶性肥料以及微
生物肥料等为代表的高效环保复合肥料占比将逐渐提升，迎来发展机遇期。随着新型肥料产能的释放，产
能结构性过剩的矛盾将逐步缓解，行业洗牌加速。
3）从营销与服务上看，随着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复合肥行业将进入“精确销售”和“多渠道融合”时代，营销模式将由“大而全”经营向
品牌建设转型、由传统经营向差异化转型、由单纯生产经销向综合服务转型、销售网络向“传统+电商”
转型，未来渠道、技术、产品以及服务品牌化将成为复合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产业资源并主动寻求
转型发展的龙头企业优势愈加凸显。
4）从全球化发展上看，国家鼓励培育肥料进出口主体，在国内化肥需求放缓的背景下，肥企借助“一
带一路”战略“走出去”已成为缓解压力的重要途径，其中东南亚因其化肥供给不足、运输成本等因素，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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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比重逐年增加，已成为我国化肥出口的重要市场。公司近年积极布局东南亚市场，取得了阶段性的
成果。
所处行业地位：公司长期致力为全球农业高效种植提供解决方案，在绿色高效肥料的研发、生产上一
直走在行业前端，特别是在水溶肥领域，先后主起草了三项行业标准和一项国际标准，在全球具有较强的
影响力。公司是我国复肥行业生产基地最多的供应商之一，建有业内最长、协同效率最高的复合肥产业链，
资源和成本优势显著，竞争力得到了行业肯定和市场认证。
（2）工业盐行业
工业盐也叫做“氯化钠”，在工业上的用途很广，是化学工业的最基本原料之一，被称为“化学工业之母”。
我国原盐的消费结构中，原盐分为食用盐、工业盐、农牧盐、渔盐和出口盐，工业用盐占比最大。工业盐
用量最大的是纯碱和氯碱工业，在水处理、溶雪、冶金，有机合成等领域也有大量应用。工业盐行业受宏
观经济的周期性影响较大，工业盐的价格与纯碱和烧碱价格呈正相关。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
修订了行业标准，以引导制盐工业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技术水平，特别是 2017 年实施的《盐业体制改革方
案》，进一步放开工业盐管制。制盐行业未来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区域优势，合理产业布局，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盐、盐化工等的共同发展，增强行业综合实力。报告期受益于下游化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两碱行业景气度回升，工业盐市场也有所回暖。公司生产的工业盐主要是自用，外销占比较小。
（3）纯碱、氯化铵行业
1）纯碱
纯碱是重要的基础化工品，犹如工业的“粮食”，绝大部分用于工业，小部分为民用。纯碱的主要下
游行业为平板玻璃、玻璃制品、无机盐、洗涤剂、漂染、环保、有色金属冶炼等，其中玻璃行业对纯碱需
求占比约 50%，受工业需求影响纯碱行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近年来国内纯碱行业呈现以下态势：1）自
2013 年以后，国内纯碱产能变动较小，开工率逐年提升，产量有相对较高的增速；2）纯碱消费量较快增
长，近两年供给收缩、下游玻璃和化工的需求触底回升，行业库存已迅速下降，市场需求增大；3）纯碱
供需偏紧，加之全国各地的安全环保核查态势严格，纯碱价格有较大幅度增涨。
我国纯碱企业数量约 40 家，总产能约 3000 万吨，其中联碱法 26 家企业，产能约为 1441 万吨，氨碱
法 11 家企业，产能约为 1379 万吨，天然碱法 3 家企业，产能约为 180 万吨。公司采用联碱法制碱，纯碱
产能 60 万吨/年，部分产品满足自用后对外销售。公司纯碱客户群比较稳定，并采用精细化管理，针对不
同的客户需求采取差异化的营销方式，提高客户忠诚度，巩固市场渠道和市场份额，有利于维持产销平衡，
实现理想的销售价格和良好的经济效益。
2）氯化铵
氯化铵在农业上主要用作复合肥原料，可作氮肥施用，可作基肥、追肥，不能用作种肥。农用氯化铵
受复合肥行情影响较大，近年来随着复合肥企业转型生产高端的、高含量的尿基、硝基、硫基产品，传统
的中低浓度氯基复合肥生产量及销量在逐渐萎缩，农用氯化铵需求也随之下降。目前全国工业氯化铵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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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产能过剩的困局，工业氯化铵的下游市场主要是电池、冶炼行业，受目前国家环保政策的影响，下游行
业开工受限，需求量萎缩。
氯化铵属于公司产业链前端产品，在满足复合肥生产需要的前提下，富余产品再对外销售。公司通过
做好市场开发、开发新技术，逐步加大优势区域客户群的整合力度，有序淘汰边缘市场，同时根据客户需
要迅速提高工业氯化铵的产品质量以适应市场需求，并根据市场情况灵活生产和销售，有效保证农用氯化
铵、工业氯化铵产销平衡。
（4）调味品行业
1）食用盐
行业发展状况：食用盐是居民生活必需品，带有准公共产品特征，产销量相对稳定，不存在明显的周
期性，但因冬季居民多用盐腌制食品，故冬季的食盐需求量有所上升，使食盐销售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变化。
根据国务院《盐业体制改革方案》，2017 年进入盐改过渡期，在坚持食盐专营制度基础上，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生产企业可以直接进入流通渠道，各省级批发企业可以开展跨省经营，同时放开食盐出厂、批
发和零售价格，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食盐品质、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自主确定，至此盐业政府定价、
区域垄断的专营格局被打破，产能过剩、产品同质化严重、政企不分等问题集中爆发，市场迎来无序竞争，
食盐产品及价格竞争压力加大。盐企为抢占市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营运成本大幅增长，对企业利润造成
挤压，部分不能适应规则变化的盐企逐步被市场淘汰。经过 2 年的盐改过渡期，随着新《食盐专营办法》
的实施，全国政企分开完成，各级盐业主管和监管部门到位，盐业专门执法体系建立，行业竞争态势从混
乱开始逐步趋向稳定和理性，新的市场秩序和经营体系正在形成。
随着盐改进程的推进，食用盐将从管制商品逐步向调味品的本质迈进，食盐市场呈现品种多样化、品
牌多样化、竞争白热化的特点，食盐核心竞争势必是围绕产品质量、品牌、价格、服务的竞争，综合实力
强的企业将凭借资源、品牌、产品及销售优势持续扩张市场，而盐改后没有显著变化或优势不明显的盐企
将面临整合或淘汰，两极分化的格局愈加明显，行业洗牌已成定局。
所处行业地位：公司致力打造多品类健康盐专家，现已建立食用盐产业链优势、研发技术及全品类产
品线优势、品牌优势、营销优势四大核心竞争力，产品覆盖全国 30 个省份市场，在食盐市场竞争中占据
优势。
2）川菜调味品
行业发展状况：川菜调味品行业作为我国调味品的一个新兴子行业，因其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
主要生产企业集中在四川和重庆地区，地域集中度较高，起步产生相对较晚。近年来随着川菜和火锅在全
国范围内的普及、调味品流通渠道不断完善、新工艺和新产品的研发投入等，川菜调味品行业得到快速发
展，已成为具有浓郁地域特色且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调味品细分市场。
川菜调味品行业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行业发展具有“小产品、大市场”的特征，随着国家对食品行业
监管日趋严格和市场竞争加剧，行业优胜劣汰和整合速度进一步加快，业内大型优势企业竞争地位逐渐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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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全国性销售渠道开始形成，涌现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品品牌，行业集中度有所提高。未来随着
居民消费升级和餐饮行业连锁化，消费者精细化、定制化产品需求凸显，市场竞争将逐渐由单一的价格竞
争转向技术、品质、品牌和营销等全方位的综合实力竞争，利润率水平较高的品牌类产品及高档产品的销
售比重将逐步增加，调味品行业在市场和技术驱动力下，将逐渐形成若干全国品牌主导市场、部分区域品
牌作为补充的格局，市场份额也将进一步向优势企业集中，业内品牌企业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成长空
间。
所处行业地位：近年公司加大新工艺和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主要围绕郫县豆瓣、四川泡菜、即食类泡
制品、佐餐小菜品类等川味复合调味品，建立多品类的竞争优势，致力打造全国领先复合调味品品牌。旗
下成都新繁食品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生产的“新繁”泡菜荣获“四川名牌产品”、“四川
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称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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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调整前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7 年

2018 年

调整后

调整后

7,868,298,403.33 7,741,552,001.80 7,741,552,001.80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1.64% 6,072,077,078.26 6,072,077,07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75,723,324.97

104,391,659.20

104,391,659.20

68.33%

142,721,407.94

142,721,40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079,786.50

82,749,985.22

82,749,985.22

-10.48%

84,207,140.45

84,207,140.45

492,916,401.68 1,071,034,146.90 1,115,007,038.90

-55.79%

637,209,143.36

637,659,143.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0

0.10

68.33%

0.14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0

0.10

68.33%

0.14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1%

3.44%

3.44%

上升 2.27
个百分点

4.76%

4.76%

2018 年末
调整前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后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10,372,124,476.84 9,300,244,471.42 9,300,244,471.42

11.53% 9,022,437,898.40 9,022,437,898.40

3,104,374,989.58 3,067,897,543.97 3,067,897,543.97

1.19% 3,040,345,396.84 3,040,345,396.8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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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及其解读文件，公司比
照文件规定相应变更会计政策，执行文件中关于具体报表项目的列报规定“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
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相应调整了
2017 年、2016 年合并财务报表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数据。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643,260,786.77

2,067,138,830.01

2,220,974,840.59

1,936,923,94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766,745.97

40,046,132.48

50,058,455.61

34,851,99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882,241.33

24,468,041.47

14,585,249.63

-9,855,745.93

-75,714,664.99

136,423,590.59

438,703,451.28

-6,495,975.20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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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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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76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3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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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宋睿

境内自然人

38.94%

393,282,949

294,962,212

质押

184,199,886

牟嘉云

境内自然人

12.20%

123,212,000

92,409,000

质押

67,130,000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5%

50,000,000

0

质押

5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
合

其他

3.82%

38,600,9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
合

其他

1.64%

16,588,901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
合

其他

1.58%

16,000,079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
合

其他

1.49%

15,020,000

0

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
行－华泰家园 8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4%

12,491,429

0

光大永明资产－邮储银
行－昆仑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0.99%

10,000,000

0

7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覃琥玲

境内自然人

0.84%

8,441,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牟嘉云与宋睿为母子关系，牟嘉云为宋睿的一致行动人。华泰证
券资管－浦发银行－华泰家园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的资管产品。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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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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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8年，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世界经贸规则演变、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等外部环境变化，国内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在此背景下，企业经营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产业转型与升级成为企业逆势增长的突破口。因此，公
司结合实际，立足传统复合肥主业，抓住国家盐业体制改革契机，着力推进食用盐业务的市场化运作，促
使复合肥业务、调味品业务稳步发展，从而推动公司转型升级。
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6,829.84 万元，同比增长 1.64%；营
业成本 672,650.29 万元，同比增长 2.77%；期间费用 92,681.91 万元，同比减少 2.7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291.64 万元，同比减少 55.79%；研发投入 2,738.62 万元，同比增长 45.01%；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72.33 万元，同比增长 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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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2018 年，公司严格实施了 2017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按照转型规划进行战略布
局，多轮驱动公司快速发展，具体情况如下：

1、复合肥业务
本报告期，公司紧跟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减肥增效、土壤修复等新型农业的政策指向，聚焦现代化农
业服务、农作物高效种植进行市场精耕，稳步推进复合肥业务，推动公司由复合肥制造企业转向高效种植
综合解决方案提供者。
（1）多措并举，激活营销活力
1）培育新的渠道。公司在现有渠道的基础上，创新渠道模式，积极寻求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粮
食加工企业、农业基地等各类新型渠道的深入合作，进一步激活营销活力。报告期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开拓
取得较大收获，先后与恒大农业高科集团、正邦集团、威龙集团、首农食品集团裕农公司、中信集团中逸
农业、农分期、大丰收等大型农业集团及农业服务公司建立合作关系，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助力公司扩
大复合肥市场覆盖面和渗透率。
2）发力传统渠道。公司深度开发传统渠道，推进终端服务落地，加快销售渠道下沉，一是通过终端
亮化、进村促销、肥效观摩会、示范田等，提升终端掌控能力；二是通过中泰农业交流活动、“中国最美
田/果园”评选活动等，夯实市场基础和影响力。
3）加强营销团队建设。报告期公司设立“云图营销商学院”，从市场战略、团队管理、作物用肥指导、
综合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选拔营销管理人才，打造专业化的营销队伍，激活营销团队活力。
（2）聚焦农业服务，树立综合性服务品牌
公司积极推进向现代化农业综合服务商转型，把农业服务上升到战略高度，致力为客户量身定制产品
服务、种植指导、土壤修复、金融支持、现代农业示范等全方位专业服务，树立综合性的农业服务品牌。
报告期公司加快渠道细分升级，推行精细化服务管理，一方面专设经作部，针对全国主要经济作物提供高
效种植综合解决方案，并配套开展常态化的农民会、示范田、品牌会员招募活动等终端建设工作，精准落
实经作区的农化服务；另一方面专设嘉施利农业服务平台，整合行业、媒体、农业上下游资源等，针对农
化服务需求较高的农业基地、专业种植户等一对一提供精准化服务。
（3）借助宣传，提升品牌价值
公司旗下复合肥核心品牌——嘉施利、桂湖、土博士等品牌，连续多年借助 CCTV-1、CCTV-2、CCTV-7
等国家权威传播平台及《南方都市报》等平面媒体宣传，塑造了良好的品牌形象，2018 年入选首批“四川
名片·荣耀中国”的领军企业以及首批“乡村振兴合伙人”，荣获“BAA 百佳品牌农资”、“全国百佳质量诚信标
杆示范企业”、“全国行业质量领军企业”等称号，有力证明了公司的品牌价值。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媒
体推广力度，积极参与“扬帆一带一路，振兴万乡千村—中国土壤生态修护暨农技推广大行动”系列公益活
动、第九届中国国际水溶性肥料高层论坛暨液体肥料创新发展会等业界知名会议，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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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4）以作物需求为导向，研发差异化新品
公司紧跟国家土壤修复、提质增效政策导向，针对不同种植区和种植作物的施肥需求，创新研发差异
化、优质高效的复肥产品，报告期推出了阶段肥、纯养肥、腐殖酸肥、蔬菜肥、聚合硝硫基等新品，进一
步丰富复合肥产品线，满足公司“以高端水溶肥等形象品打开市场高度、以阶段肥等战略产品打开市场深
度、以喷浆硫酸钾等畅销品打开市场宽度”的产品战略规划要求。
（5）延伸产业链，夯实竞争优势
公司坚持围绕复合肥产业链进行深度开发，进一步提升产业协同能力，夯实公司的竞争优势和盈利能
力。报告期内，宜城嘉施利公司和荆州嘉施利公司合计 60 万吨硫酸项目顺利投产，有效解决外购硫酸问
题，保障缓控释肥的原料供应；荆州嘉施利公司新建的 10 万吨水溶肥项目于 2019 年 1 月试车成功，弥补
了旺季水溶肥产能不足的问题，为公司深度开发市场提供保障。

2、调味品业务
（1）食用盐业务
盐改过渡期最后一年，公司依托现有的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不断完善食盐产品结构，提升益盐堂品
牌效应，着力推进多元化的渠道建设，力争在稳定现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食盐市场。
1）强化品牌效应，打造多品类健康盐品牌
①倡导健康用盐习惯，传播健康的品牌理念
公司积极践行《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减盐行动，倡导国民健康用盐的饮食习惯，报告期在
全国范围开展《中国健康行》公益活动，宣讲科学用盐以及公司新产品的研发理念和成果，广泛传播“益
盐堂”健康盐的品牌认知，推行“少吃盐 吃好盐”的健康理念。
②加强品牌宣传，提升品牌认知度
公司多渠道运维“益盐堂渠道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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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续加大技术升级和自主研发投入，推进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报告期获得多项成果认定：“一种
基于多道阀的新型离子交换系统”在食用氯化钾生产工艺上的应用项目，获得湖北省科技成果大转化工程
项目奖励；组建的湖北省盐产品研发检测共享平台，获得湖北省科学技术厅认定；应城益盐堂公司被国家
知识产权局确定为“2018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进一步巩固公司领航业界的研发优势。
4）精耕市场，持续推进营销体系建设
经过盐改过渡期的激烈竞争，食盐市场竞争趋于稳定和理性，部分省份市场份额相对稳定，公司坚持
以市场为导向，全面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销售渠道，形成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渠道组合，全力拓展全国
市场。截至2018年12月底，益盐堂暨旗下品牌已覆盖全国30个省份市场。
①传统盐业专营渠道：公司持续深化与全国10多个省市盐业公司的战略合作，在食盐产品、品牌、渠
道等方面寻求新的合作方式，进一步巩固原有的盐业销售渠道。
②自建食用盐营销渠道：线下重点围绕益盐堂品牌展示的第一圈层，扩大商城的合作区域，现已成功
入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等地方品牌商城，全面覆盖上海联华、易初莲花，武汉中百仓
储、成都红旗等优质系统；线上成功开设首个天猫旗舰店“益盐堂调味品旗舰店”，联合入驻京东电商平台，
加强食用盐零售终端掌控力，实现渠道与销售同步增长。
5）严把质量问题，确保食盐安全
随着消费升级，盐业监管机构的转变及消费者对食盐安全、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公司在食盐质量控制
方面狠下功夫，建设并贯彻运行 ISO 质量管理体系和 HACCP 管理体系，严格规范食盐生产标准，加强生
产过程管控，确保食盐安全管理落到实处，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上述两个体系的内外部审核。在食盐信息
化方面，公司利用“二维码”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建成食盐安全信息追溯系统，记录每袋食盐从原料、生产、
质检、包装、仓储、运输、零售的全过程，并同步上传全国食盐电子防伪追溯服务平台，实现食盐来源可
追溯、流向可查询、风险可防范、责任可追究。
（2）川菜调味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餐饮和消费升级机遇，通过推进生产供给改革，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
夯实和完善渠道网络，多举措抢占市场。
1）推行生产供给改革
公司立足市场，积极推行生产供给改革，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需求。一是从源头把控鲜椒、青菜等原
料采购，减少杂质率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二是改进泡制工艺，缩减泡制时间，解决旺季满产不足情况；
三是增加自动灌装设备，提高生产效率，极大缩减生产成本和周期；四是调整产品配方，改进产品包装，
全面升级调味品系列产品，稳步提升产品质量。
2）夯实市场营销渠道
公司继续推进营销体系建设，针对不同渠道不同区域深度营销，提升传统和新增渠道实力，多途径扩
大市场覆盖率和渗透率。一是依托公司产品研发能力，特针对餐饮端定制产品，大力推进餐饮市场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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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服务；二是顺应互联网时代趋势，创新电商营销模式，通过微信公众号、京东等平台，扩宽产品销售
渠道。2019 年初，公司设立的京东新繁食品官方旗舰店正式上线运营。

3、电竞业务
本报告期，公司全新升级电竞馆，致力打造国内优秀的直营连锁电竞馆，全面打通电竞比赛、电竞观
赛和电竞文化，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电竞生态链。
（1）全新升级，提升服务内容
云图电竞馆全新升级，于 2018 年 9 月正式更名为“游易电竞馆”，致力为玩家提供高匹配度和高价值的
一系列增值服务。报告期公司继续深化与腾讯游戏的合作，充分利用腾讯专区和会员资源，在电竞赛事、
游戏特权、文化娱乐等方面为玩家提供更多服务，进一步拓展电竞周边衍生增值服务，提高用户粘性。
（2）行业认可，电竞馆建设稳步推进
电竞馆建有标准化的运营体系，在内容体验、精细化服务水平和运营管理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
年被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协会评选为“年度十大行业领军电竞馆”，与英特尔、罗技共同入选“年度十大榜样
企业”，为公司打造全国性的连锁网咖品牌奠定基础。报告期公司持续推进云图电竞馆的建设，截至 2018
年底，已正式运营 16 家门店，下一步电竞馆开店速度加快，覆盖范围将逐步从中小城市向全国市场扩展。
（3）多方联合，持续推进电竞赛事
电竞馆联合腾讯游戏持续为电竞爱好者提供丰富的电竞赛事活动，全民可参与的电竞赛事覆盖全店全
月，赛区覆盖四川、湖北、云南、深圳等省市，2018 年公司举办了第五届王者荣耀城市赛新都站及西南分
站赛、绝地枪王赛、英雄联盟全民大作战 5v5 竞技征召赛、游易电竞雪地杯 PUBG 大奖赛等赛事，累计开
展大中型赛事活动 820 场，总参赛用户超过 1.5 万人，影响力覆盖 300 万余人次，为公司进一步推进电竞
产业政企合作奠定基础。7 月，公司与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区政府拟对公司旗下电竞馆
给予大力支持和政策扶持，下一步公司将以全民电竞发展作为基础，持续引入高规格、高专业度的官方电
竞赛事，打通电竞人才的挖掘、培养和晋升的直通车，促进城市电竞产业健康发展。
（二）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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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肥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4,090,851,936.48

667,415,001.06

16.31%

7.48%

23.99% 上升 2.17 个百分点

联碱

924,695,851.15

146,734,866.97

15.87%

-9.36%

-33.26% 下降 5.68 个百分点

品种盐

354,186,882.76

49,290,559.07

13.92%

-29.42%

-69.15% 下降 17.9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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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化工产品

683,180,555.40

83,774,400.82

12.26%

19.83%

-10.27% 下降 4.12 个百分点

磷酸一铵

475,306,759.57

55,306,000.42

11.64%

13.64%

19.90% 上升 0.61 个百分点

其他化工产品

307,798,129.49

37,582,985.69

12.21%

-10.85%

-42.88% 下降 6.85 个百分点

其他产品

712,754,953.09

33,512,935.95

4.70%

7.03%

23.08% 上升 0.61 个百分点

（四）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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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38.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68.33%，主要原
因系：1、公司顺应现代化农业需求，聚焦农业服务、高效种植进行市场精耕，复合肥业务稳健增长，销
售毛利同比增幅较大，从而影响利润；2、对外转让成都涌达嘉益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导致投资收益同
比增幅较大，从而影响利润。
（六）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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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及
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 年度财
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96,177,101.77

应收账款

393,899,281.16

应收利息

2,370,478.67

其他应收款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90,076,382.93

其他应收款

100,002,586.64

97,632,107.97

固定资产
3,696,251,344.25 固定资产

3,696,251,344.25

419,142,771.23 在建工程

419,142,771.23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764,72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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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589,666,567.68

应付利息

15,437,795.70

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

136,192,442.92

298,019,846.89 长期应付款

298,019,846.89

120,754,647.22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

475,138,997.45

研发费用

18,885,375.86

494,024,373.3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200,997,326.71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43,972,892.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4,970,218.71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43,972,892.00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
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2）会计估计和核算办法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会计估计和核算办法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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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合并单位 19 家，减少合并单位 7 家，具体如下：
（1）合并报表范围增加
子公司名称
成都云图调味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股权取得

股权取得

方式

时点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新设

2018-1-4

持股情况

（万元）
3,000

西双版纳诚信王者网络娱乐有限责任
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5%，
成都云图锐展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5%

新设

2018-1-5

成都骑士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新设

2018-3-13

成都明远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新设

2018-3-14

成都金领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新设

2018-3-20

宜城新锐王者互娱网络有限公司

20

湖北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新设

2018-3-23

成都云耀王者互娱网络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新设

201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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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合创互娱网络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5%，
成都云图锐展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5%

新设

2018-4-9

成都景耀王者互娱网络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新设

2018-4-11

成都市锋锐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5%，
成都云图锐展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5%

新设

2018-4-25

成都市鹏科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5%，
成都云图锐展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5%

新设

2018-5-7

成都成功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新设

2018-5-18

贵州云图互娱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新设

2018-7-3

300

益盐堂（应城）健康盐制盐有限公司持股
100%

新设

2018-7-9

成都星辰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新设

2018-7-11

深圳超悦云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5%，
成都云图锐展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5%

新设

2018-8-1

金元顺安元吉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8,250

四川望红食品有限公司持有 100%份额

新设

2018-8-22

武汉云耀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湖北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5%，
成都云图锐展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5%

新设

2018-9-10

襄阳云扬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湖北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5%，
成都云图锐展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5%

新设

2018-9-19

应城益盐堂调味品有限公司

（2）合并报表范围减少
子公司名称

处置方式

处置股权

丧失控制权时点

雷波凯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销

雷波凯瑞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应城明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销

应城市新都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018-1-31

四川益盐堂川菜调味品科技有限公司
（现为四川一宇万象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出售

成都益盐堂调味品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018-2-14

（株）韩新物产

出售

嘉施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 90.91%股权

2018-4-12

成都涌达嘉益贸易有限公司

出售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018-7-19

成都市洋洋复合肥有限公司

注销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018-8-20

成都兴繁亚盛商贸有限公司

注销

成都新繁食品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018-9-11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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