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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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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

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拟以2018年末公司总股本297,000,000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8,800,000.00元（含税）。

上述分配预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山股份 6003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金华 黄燕

办公地址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998号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998号

电话 0513-83558270 0513-83530931

电子信箱 songjh@jsac.com.cn huangyan@jsac.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以除草剂、杀虫剂为主的农药产品，以特种化学品、化工中间体、氯碱、新

材料为主的化工产品，以及热电联产蒸汽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包括农药、化工、氯

碱、蒸汽等。农药品种有草甘膦、敌敌畏、敌百虫、甲草胺、乙草胺、丁草胺、氯噻啉、烯啶虫胺

等原药以及制剂产品，制剂品种包括水剂、乳油、水乳剂、水溶性粒剂、水分散粒剂等；基础

化工产品有烧碱、氯气、氢气、高纯盐酸、饮用水级次氯酸钠等；特种化学品有苯基胍、阻燃

剂等；新材料有纳米粉体及纳米保温材料等；化工中间体有亚磷酸、亚磷酸二甲酯、亚磷酸

三甲酯、三氯化磷、三氯乙醛、氯甲烷等。 公司还开展相关商品的贸易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研、产、供、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公司研发机构设有研究院、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等研发平台，开展新产品研究和现有产品的工艺技术提升，并与外部大专院校、科研

院所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公司设有电化事业部、农一事业部、农二事业部、HSE部、产业管

理部等事业部和管理部门，负责公司产品的生产、安全与环保管理、质量控制。 公司设有营

销中心、江苏江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南通南沈植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原药、制剂产

品的销售和客户服务。公司建立了合格供应商体系，保障采购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公司建

立了完整、规范的业务流程和管理体系，形成了市场化导向的营销及客户服务体系。

（三）行业情况

农药是农业生产中重要的生产资料，对控制病虫草害、稳定和提高作物产量有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力度的加大，现代化农业集约化经营、农业

种植收益提高、农业互联网模式变革对农药的需求也稳步增长，带动了农药行业的发展。国

内农药工业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包括科研开发、农药

原药生产和制剂加工、原材料及中间体配套较为完整的农药工业体系。

2018年我国农化行业转型升级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受环保压力增大、中小企业产

能逐渐退出、农药减量化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农药产量为208.3

万吨，同比下降9.5%，农化产品的总量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农化行业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初显成效。

在产业政策、环保压力、行业竞争、准入门槛等因素的推动下，通过兼并、重组、股份制

改造等方式组建大型农药企业集团，国内出现了一批具有规模优势、产品结构合理、具备自

主创新能力、符合环保要求及产业政策的龙头企业。随着产业集中度的提升，我国农药行业

的产品结构和布局将更趋优化，产业分工和协作更为合理，能有效提升我国农药企业及行

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对我国农药企业提出了战略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方

式创新等一系列新的挑战，企业的市场竞争更加剧烈，技术创新更加迅速，效率管理更加精

细，安全环保更加严格，企业内生增长的压力和动力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206,684,210.55 2,952,551,940.20 8.61 3,254,722,805.90

营业收入 3,921,170,777.70 3,641,359,132.35 7.68 4,751,494,69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92,099,378.11 248,987,700.37 57.48 52,380,38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53,115,544.11 226,142,043.61 56.15 45,024,65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822,479,093.66 1,565,646,107.43 16.40 1,374,670,42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0,120,480.83 515,253,811.15 -39.81 348,803,084.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3202 0.8383 57.49 0.176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3202 0.8383 57.49 0.17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76 16.83 增加5.93个百分点 3.93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010,355,458.11 975,719,104.57 857,065,932.51 1,078,030,28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4,703,402.99 98,525,767.26 76,286,940.52 132,583,26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1,361,492.10 99,113,386.78 85,477,795.62 87,162,869.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010,296.31 100,924,161.19 60,405,942.58 144,780,080.7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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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7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74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0,110,330 86,719,707 29.20 0 质押 35,000,000

国有法

人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作物保

护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86,684,127 86,684,127 29.19 0 质押 86,684,127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0 6,126,000 2.06 0 无 0 未知

韩晟 49,700 3,702,500 1.25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245,687 3,307,258 1.11 0 无 0 未知

何东梅 0 3,063,352 1.03 0 无 0 未知

李德富 2,292,832 2,558,632 0.86 0 无 0 未知

赵保国 59,200 1,575,569 0.53 0 无 0 未知

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50,958 1,450,958 0.49 0 无 0

国有法

人

徐铮 -27,500 1,300,000 0.44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公司已知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南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21亿元，其中：农药产品实现收入24.81亿元，同比增

加1.95亿元、增幅8.51%；化工产品实现收入9.99亿元，同比增加0.68亿元、增幅7.28%；蒸汽

产品实现收入3.84亿元，同比增加0.93亿元、增幅31.92%；贸易业务实现收入0.11亿元，同比

下降0.02亿元、降幅19.96%。

从利润构成情况看，公司2018年实现销售毛利8.06亿元，比上年度增加2.03亿元，平均

毛利率由上年度的16.55%上升至20.55%。 其中农药产品实现毛利3.71亿元，同比增加1.26

亿元、增幅51.39%；化工产品实现毛利3.06亿元，同比增加0.27亿元、增幅10.01%；蒸汽产品

实现毛利1.12亿元，同比增加0.43亿元、增幅61.93%；贸易业务实现毛利69.67万元，同比下

降3.12万元、降幅4.29%。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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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8年度9月及以

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按照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相应变更。

本次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仅对财务报表列报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 总资产、净资

产产生影响。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核通过。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3户，详见年报全文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 本公司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未发生变化。

股票代码：600389� � � � � � �股票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2019—024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9年4月19日在南

通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薛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8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书面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3、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4、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

正文（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6、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7、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384,113,

793.89元，按净利润的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38,411,379.39元后，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345,702,414.5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912,757,370.43元，减去已分配2017年度

的股利77,220,000.00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181,239,784.93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为合理回报股东，2018年度公司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2018年末公司总股本297,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0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8,800,000.00元， 剩余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1,062,439,

784.93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本次拟分配的现金分红总额占当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30.30%。 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业绩指标符合激励

基金计划提取条件及考核分配的议案》；

为建立健全公司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及骨干员工的积极

性，公司2015年8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2015-2019

年激励基金计划的议案》（详见公司2015年8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编号为临2015-019号临时公告）。

根据经审计的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以及对比组13家上市公司业绩情况， 公司2018

年度的业绩指标符合该激励基金计划的提取条件，董事会同意公司计提2018年度激励基金

1950万元，激励对象主要为包括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在内的核心管理团队及骨干员工，具体

提取及分配金额待对比组公司2018年度业绩全部披露后确定。

10、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领导班子成员2018年薪酬

考核支付及2019年薪酬方案的议案》（2018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相关内容）；

1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核

定的议案》；

独立董事津贴每人每年12万元（含税）。

1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公司2019年度工资总额预

算的议案》；

13、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公司拟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拟向其支付2019年度财务审计费（90万元）和内控审计费（38万元），合计128

万元。

14、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实施“年产7600吨高效绿色植

保产品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临2019-028号公告)。

15、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实施“阻燃剂及其配套中间体

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临2019-028号公告)。

16、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陈云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介见附件），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表示同意。

17、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详见公司临2019-029号公告)。

以上议案1、3、7、8、11、13、16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介

董事候选人：陈云光

陈云光，男，1966年出生，中央党校经济管理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南通审计局商贸

审计处副处长，南通建设局计划财务处处长，南通城建集团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现任南

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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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规定，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

核，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完整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3、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

正文；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规定，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

的审核，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完整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1-3月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4、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改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严林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候选人简介详见附件）。

以上议案1、2、5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3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介

监事候选人：严林

女，1985年生，中国国籍，天津大学英语、财务管理本科毕业。曾任四川化工控股集团九

禾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研究中心分析经理，现任四川省乐山市福华农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投资运营部经理、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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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关于做好上

市公司2018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现将2018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18年1至12月

产量（吨）

2018年1至12月

销量（吨）

2018年1至12月

销售金额（万元）

除草剂产品 89,948.61 86,830.52 222,865.02

杀虫剂产品 15,408.58 15,072.22 24,180.26

氯碱产品 910,145.98 513,276.32 47,446.15

注1：上述产量（含自用量）、销量为实物量，其中农药制剂按含量折原药计算（下同）。

注2：除草剂产品包括草甘膦、酰胺类产品；杀虫剂产品包括敌百虫、敌敌畏等产品；氯

碱产品包括烧碱、盐酸、液氯、次氯酸钠等产品，其中烧碱产销量按32%、48%烧碱实物量计

算（下同）。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8年1至12月平均售价（元/

吨）

2017年1至12月平均售价（元

/吨）

变动比率（%）

除草剂产品 25,666.67 22,978.71 11.70

杀虫剂产品 16,042.93 15,441.05 3.90

氯碱产品 924.38 924.46 -0.01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

2018年1至12月平均进价（元/

吨）

2017年1至12月平均进价（元

/吨）

变动比率（%）

甘氨酸 11,113.88 9,835.75 12.99

亚氨基二乙腈 10,433.29 8,327.91 25.28

甲醇 2,722.76 2,424.00 12.33

煤炭 618.03 569.06 8.61

黄磷 13,783.52 13,919.68 -0.98

外购电力（元/度） 0.58 0.59 -1.86

本报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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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关于做好上

市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的要求，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1至3月产量（吨） 2019年1至3月销量（吨）

2019年1至3月销售金额（万

元）

除草剂产品 25,529.98 27,544.5 61,925.97

杀虫剂产品 4,331.87 5,456.98 9,395.9

氯碱产品 213,000.35 120,211.27 9,749.55

注1：上述产量（含自用量）、销量为实物量，其中农药制剂按含量折原药计算（下同）。

注2：除草剂产品包括草甘膦、酰胺类产品；杀虫剂产品包括敌百虫、敌敌畏等产品；氯

碱产品包括烧碱、盐酸、液氯、次氯酸钠等产品，其中烧碱产销量按32%、48%烧碱实物量计

算（下同）。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9年1至3月平均售价（元/

吨）

2018年1至3月平均售价（元/

吨）

变动比率（%）

除草剂产品 22,482.16 25,177.85 -10.71

杀虫剂产品 17,218.12 15,690.13 9.74

氯碱产品 811.03 973.62 -16.7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

2019年1至3月平均进价（元/

吨）

2018年1至3月平均进价（元/

吨）

变动比率（%）

甘氨酸 9,614.67 9,936.43 -3.24

亚氨基二乙腈 11,235.23 9,693.60 15.90

甲醇 2,166.83 2,805.37 -22.76

煤炭 594.74 665.94 -10.69

黄磷 13,797.16 14,525.85 -5.02

外购电力（元/度） 0.61 0.59 3.39

本报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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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实施

“年产7600吨高效绿色植保产品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关于实施“阻燃剂及其配套中

间体项目”的议案》，项目总投资为36,388.45万元。 以上项目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年产7600吨高效绿色植保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一）项目背景

异丙甲草胺、精异丙甲草胺、草铵膦和精草铵膦均属于高效绿色除草剂，二嗪磷为广谱

高效杀虫杀螨剂，以上产品的市场前景良好。公司在原自有技术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工艺优

化，产品质量得到提升、原料成本得到下降、三废产生量明显下降，生产技术整体水平在国

内同行中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年产7600吨高效绿色植保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2、项目建设规模：“年产7600吨高效绿色植保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包括1000吨/年异

丙甲草胺、1000吨/年精异丙甲草胺、500吨/年草铵膦、100吨/年精草铵膦和5000吨/年二

嗪磷五个产品。

3、项目建设地点：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998号的公司厂区内。

4、项目建设期：预计于2019年9月动工建设，2020年11月份项目建成投产。

（三）投资预算与评价

1、项目规模总投资（报批项目总投资）为12240.45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11505.45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为735.00万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2、本项目计算期为11年，建设期1年，经营期10年。 项目生产负荷：第二年负荷为60%，

第三年负荷为80%，第四年开始负荷为100%，年均净利润4998.17万元。 所得税后投资回收

期3.91年（含项目建设期）。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项目实施后可进一步扩大农药产品销售规模，增加盈利，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

该项目实施后，可能因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国内低端产品的冲击，导致产品盈利出

现波动。 公司将利用产品质量好、成本低的优势，增加市场销量，扩大市场份额规避相关风

险。

二、阻燃剂及其配套中间体项目

（一）项目背景

为延伸氯碱下游产品链，丰富产品结构，提升新材料、专用化学品在公司整体业务中的

比重，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阻燃剂及其配套中间体项目” 。

BDP、TCPP等有机磷系阻燃剂属于环保型阻燃剂，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项目建设时

机成熟。

BDP与传统的非聚合型阻燃剂相比，具有阻燃性好，与聚合物基材相容性好，耐迁移，

耐挥发，阻燃效果持久，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普遍的应用。

TCPP�可广泛应用于软质和硬质聚氨酯泡沫、聚氯乙烯、聚醋酸乙烯、酚醛树脂和环氧

树脂等材料；也可直接使用或制成乳剂，用于地毯、雨衣、织物、橡胶制品等；同时，也可作为

防火涂料的添加剂。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阻燃剂及其配套中间体项目

2、项目建设规模：1万吨/年双酚A双二苯基磷酸酯（BDP）装置、3万吨/年磷酸三（2-

氯丙基）酯（TCPP）装置和2万吨/年三氯氧磷装置。

3、建设地点：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998号的公司厂区内。

4、项目建设期：预计于2019年6月动工建设，2020年6月份项目建成投产。

（三）投资预算与评价

1、 项目规模总投资 （报批项目总投资） 为24148万元人民币。 其中： 建设投资为

21348.00万元，流动资金为2800.00万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2、本项目计算期为11年，建设期1年，经营期10年。 项目生产负荷：第二年负荷为30%，

第三年负荷为70%，第四年开始负荷为100%，年均净利润6773.01万元。 所得税后投资回收

期4.63年（含项目建设期）。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项目实施后，可丰富产品结构、扩大销售规模、增加盈利，为公司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该项目可能面临原料和产品价格的波动，使得投资回报低于预期。 公司将密切关注原

材料价格的波动，决定原材料采购时机，利用阻燃剂产品品质好的优势，主打国内外高端客

户，努力降低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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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5月14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5月14日14�点

召开地点：南通文景国际大酒店（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55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5月14日

至2019年5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核定的议案 √

7 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8.00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8.01 陈云光 √

9.00 关于改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1）人

9.01 严林 √

注：本次股东大会将听取《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2019年4月23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7、8、9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89 江山股份 2019/5/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委托人股票账户

卡、本人和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委托书（本人除

外，加盖公章）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登记时间：2019年5月8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6:30。

4、登记地点：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998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人于登记日截止前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异地

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

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股东身份证及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六、 其他事项

联系电话：0513—83558270、83530931

传真：0513—83521807

邮政编码：226017

联系人：宋金华、黄燕

会期半天，股东出席会议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5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核定的议案

7 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8.00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8.01 陈云光

9.00 关于改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9.01 严林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投票数” 一栏按照累积投票制的投票方法填写，如未在“投

票数”一栏填写投票数，股东的投票数将被平均分配于相应候选人。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

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

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

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

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

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

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

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

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

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

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公司代码：

600389

公司简称：江山股份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薛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洪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陶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3,440,831,257.55 3,206,684,210.55 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13,474,413.58 1,822,479,093.66 4.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290,055.59 4,010,296.31 -6,440.93

营业收入 1,210,602,750.50 1,010,355,458.11 1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882,820.66 84,703,402.99 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1,611,919.71 81,361,492.10 12.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653 5.2676 减少0.40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60 0.2852 7.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60 0.2852 7.2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856,763.4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42,080.2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90,640.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044.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45,819.81

合计 -729,099.0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74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6,859,707 29.25 0 质押 35,000,000 国有法人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作物保护

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86,684,127 29.19 0 质押 86,684,127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6,126,000 2.06 0 无 0 未知

韩晟 3,702,500 1.25 0 无 0 未知

何东梅 3,383,559 1.14 0 无 0 未知

李德富 2,548,332 0.86 0 无 0 未知

赵保国 1,575,569 0.53 0 无 0 未知

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50,958 0.49 0 无 0 国有法人

徐铮 1,291,000 0.43 0 无 0 未知

徐悦英 1,100,000 0.37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6,859,707 人民币普通股 86,859,707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作物保护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86,684,127 人民币普通股 86,684,12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1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26,000

韩晟 3,70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2,500

何东梅 3,383,559 人民币普通股 3,383,559

李德富 2,548,332 人民币普通股 2,548,332

赵保国 1,575,569 人民币普通股 1,575,569

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50,958 人民币普通股 1,450,958

徐铮 1,29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1,000

徐悦英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公司已知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南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分析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元） 期初数（元） 变动幅度（%）

应收票据 47,980,155.33 27,701,789.19 73.20%

应收账款 759,917,081.00 551,733,486.11 37.73%

预付款项 139,531,334.12 20,448,811.24 582.34%

其他应收款 2,984,817.92 1,117,116.41 167.19%

短期借款 340,000,000.00 200,000,000.00 70.00%

预收款项 95,202,428.51 161,981,103.04 -41.23%

应付利息 32,401.35 228,402.78 -85.81%

（1）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20,278,366.14元，增幅73.20%，主要原因是期末收到的银

行承兑汇票增加。

（2）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208,183,594.89元，增幅37.73%，主要原因是公司扩大销

售，增加客户并增加授信额度。

（3）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119,082,522.88元，增幅582.34%，主要原因是公司根据市

场供需情况，预付货款采购增加存货备货。

（4）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1,867,701.51元，增幅167.19%，主要原因是支付的基建

保证金增加。

（5）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140,000,000.00元，增幅70%，主要原因是本期流动资金借

款增加。

（6）预收账款较期初减少66,778,674.53元，降幅41.23%，主要原因是期初农药预收

货款在报告期内实现正常销售。

（7）应付利息较期初减少196,001.43元，降幅85.81%，主要原因是有息负债品种结

构、付息方式等发生变化。

二、 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研发费用 36,987,300.12 9,841,290.31 275.84%

财务费用 12,739,688.55 19,243,784.44 -33.80%

信用减值损失 11,435,250.30 0.00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25,600.00 85,000.01 -69.88%

营业外支出 2,860,319.36 7,778.54 36671.93%

（1）研发费用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7,146,009.81元，增幅275.84%，主要原因

是本期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

（2）财务费用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504,095.89元，降幅33.80%，主要原因是本

期汇兑损失减少，同时借款利息支出小于上年同期。

（3）信用减值损失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1,435,250.30元，主要原因是本期按照

新会计准则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入信用减值损失。

（4）营业外收入较上期下降59,400.00元，降幅69.88%，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非经营

性的政府补助减少。

（5）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增加2,852,540.00元，增幅36671.93%，主要原因是本期固定

资产报废清理损失增加。

三、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现金流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4,290,055.59 4,010,296.31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102,718.53 -12,115,811.41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7,887,533.28 20,695,235.31 566.28%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金额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商品

收到的现金净增加小于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净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到被投资企业现金

分红。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金额同比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实际借款净增

加额大于去年同期借款净增加额。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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