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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is presentation and the presentation materials distributed herewith include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s All statements other than statements of historical facts thatlooking statements. All statements, other than statements of historical facts, that
address activities, events or developments that Sinofert Holdings (“Sinofert”) expects
or anticipates will or may occur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jections,

) f S f ’targets, estimates and business plans) ar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Sinofert’s
actual results or developments may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ose indicated by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s a result of various factors and uncertainties, includingg g
but not limited to price fluctuations, actual dem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utcomes, estimates of reserves, market shares,
competition environmental risks changes in legal financi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scompetition, environmental risks, changes in legal, financi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market conditions, political risks, project delay,
project approval, cost estimates and other risks and factors beyond our control. In
addition, Sinofert makes th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referred to herein as of today
and undertakes no obligation to update these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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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回顾
二、财务表现
三、经营展望、经营展望



市场环境：化肥市场低位震荡下行（1/4）

全球性供大于求矛盾没有根本改变 国际主要化肥产品价格震荡下滑

1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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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FA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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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化肥市场低位震荡下行（2/4）

国内供大于求矛盾日益严重 国内主要化肥产品价格持续下跌

1413 14

数据来源：2011-2013年数据来自wind资讯；2014年为公司预计数 数据来源： wind资讯

20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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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主要原材料价格走势影响行业复苏（3/4）

煤炭价格指数全线下行 硫磺价格大幅走高，磷矿石价格稳中走低

数据来源： 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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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化肥生产企业亏损加大（4/4）

国内铁路货运价格逐年上涨

化肥铁路运费(单位：元/吨/千公里）

国内化肥生产企业亏损额扩大

化肥铁路运费(单位：元/吨/千公里）

8,900

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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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营销业务：严格执行年初确定的营销策略

根据产品和客户的不同特点，将经营产品进行分类，采取差异化的经营策略

贸易业务  严控经营风险，巩固市场地位

营销业务  加强渠道建设，深化营销服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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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业务：加强上下游衔接，控制风险，稳健经营

市场形势严峻，以销定采，控制风险
氮肥库存金额（百万元）

客户 -51%

氮肥周转（天）发货

采购付款

供应商SINOFERT

在市场单边下滑的不利行情下，以销定采，控制风险

控制库存规模 加快库存周转
8

控制库存规模，加快库存周转



营销业务：深化营销服务转型（1/2）

钾肥巩固市场地位，保持核心盈利贡献

 继续巩固与国际、国内核心供应商的战略合作
2013年1H钾肥盈利贡献 2014年1H钾肥盈利贡献

 进一步推进农用钾的渠道化经营，深化经营内涵，
整体经营模式不断优化并日趋成熟

通过多 客户管 手 提升客户粘 核 客户 通过多项客户管理手段提升客户粘性和核心客户
贡献度；通过专家诊断、试验示范等农化服务提
升中化农用钾品牌价值

BELARUSIAN 
POTASH COMPANY

ARAB POTASH COMPANY

分公司

公司总部

9

盐湖钾肥



营销业务：深化营销服务转型（2/2）

复合肥夯实终端基础，一体化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保持量利稳定增长

复合肥销量（万吨）

②终端市场推广（促销推广、观摩
指导 经销商会议等11 352场次）

①一体化区域强化核心门店
建设（3 004家） 指导、经销商会议等11,352场次）建设（3,004家）

一体化区域 复合肥毛利（亿元）

③聚焦差异化产品示范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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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聚焦差异化产品示范田建设
（120块）及农化指导（88场）



农化服务：顺应农业现代化趋势，持续推进农化服务体系建设

 政企合作，整建制推进配方肥  强化测土配肥能力建设

 2014年1月与农业部签署《合作推进科学施肥 技术中 2014年1月与农业部签署《合作推进科学施肥

备忘录》 三
级
服

技术中心

专
家
顾

高校

 2014年3月在京召开农企对接及经验交流会

 2014年4月“中化情三农梦”示范县创建活动

服
务
体
系

工作站/实验室
顾
问
团
队

科研
院所

服务站

年 月 中化情 农梦 示范县创建活动 系

兼职专家逾300名，有力支撑了
三位一体的农化服务专家体系

队

 基层推广，收获销售成果

70,101吨9,949场

销售配方肥

70,101吨

配方肥推广活动

9,949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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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业务：获取和开发优势资源（1/2）

获取和开发优势资源

 中化云龙发挥资源优势，在同行业普遍亏

损或停工的情况下，保持盈利

 中化长山积极巩固与现有煤炭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不

断降低煤炭采购价格，并开拓新的采购渠道，为长期

发展打下基础

中化长山
 大湾磷矿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后续探矿、

采矿、生产将按计划开展

 没租哨磷矿已开展规划扩能工作

中化涪陵

中化云龙

没租哨

大湾

 中化涪陵保持与主要供应商的长期合作，成功降低磷

采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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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采购价格



生产业务：精益管理降低成本费用（2/2）

开展精益管理，降低成本费用

 深化营销：充分利用区位优势 精耕细 中化涪陵磷肥矿耗（吨/吨）

生产企业消耗不断下降或保持稳定

 深化营销：充分利用区位优势，精耕细

作周边市场，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物流

方式，降低销售费用

中 磷 耗
磷酸一铵 磷酸二铵

-0.6% -1.3%

方式，降低销售费用

 降低成本：通过装包和物流机械化改造、 中化云龙饲钙的酸耗（吨/吨）

低价原材料替代、加强备品备件管理等，

降低生产成本

磷酸氢钙 磷酸二氢钙

-2.5%

 强化运营资金管理：加大应收账款的催

收 降低预付账款比例 加大销售降低
中化长山尿素单耗（吨/吨）
全煤耗 全电耗收，降低预付账款比例，加大销售降低

库存规模；营运资金占用下降，财务费

用降低

全煤耗 全电耗
-0.7%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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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降低



新产品开发与推广（1/3）

建 国家级科研项目—渤海粮仓项目

辽
宁

研发平台建设

氮肥
2012年

牵头组织

河
北

宁

天津

氮肥
研究中心

作物营养
2012年

项目简介：我司牵头承担“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国家科技支

山
东

作 养
研究中心

2014年
中国农科院 中科院沈

阳生态所
华南农大 中化涪陵

项目简介：我司牵头承担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 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项目中的高效肥料研究课题

成都研发中心

专利成果（个） 国家级科研项目—高浓度CO2矿化磷石膏项目

项目简介：承担高浓度CO2矿化磷石膏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与中科院过程所合作进行磷石膏利用新技术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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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科院过程所合作进行磷 膏利用新技术的开发



新产品开发与推广（2/3）

针对农业发展中存在的粮食安全、过量施肥、土地污染等问题，结合农业经营主体的变

化趋势，强化试验示范，提供农作物种植全程解决方案

存在问题 试验 范 料 技术

 黑龙江区域试验示范

存在问题

•作物品种短缺，

试验示范

•同种肥料套餐在

肥料及技术

•蓝力士肥料
2014年黑龙江示范田建设情况

遇到增产瓶颈

•作物追肥增加人

不同种子上的肥

效对比试验
•农药微肥

•定点侧深施肥 玉米示范田
25块

2014年黑龙江示范田建设情况

工成本

•肥料利用率低，

境污染严重

•不同肥料套餐在

同一品种上的肥

效对比试验
水稻示范田

16块

环境污染严重 效对比试验

马铃薯示范田
8块

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三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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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三方合作



新产品开发与推广（3/3）

集中推广效果明显的新型产品

高效：螯合肥

新产品销量（万吨）

150%高效：螯合肥

速效：硝基肥、大量元素水溶肥、绿植泉

长效：缓控释肥

150%

长效：缓控释肥

土壤改良：土壤调理剂、有机肥

完善推广销售体系
③示范观摩 新产品毛利（万元）

①前期宣传

②门店促销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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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回顾
二、财务表现
三、经营展望、经营展望



关键业绩指标：产品价格低位震荡下行，公司利润下降

单位：百万吨、百万元

年度 1H 2012 1H 2013 1H 2014 同比

销量 9.05 9.14 8.25 -10%销

营营业额 22,537 20,580 15,881 -23%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46 352 138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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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规模：市场价格下滑，公司整体毛利下降

毛利

（百万元）

-34%

1H 2012 1H 2013 1H 2014

61%-61%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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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规模：贸易营销业务氮肥、磷肥毛利下滑明显

贸易营销业务毛利

（百万元）

-19%

1H 2012 1H 2013 1H 2014

-8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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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规模：生产业务氮肥、磷肥毛利下滑明显

生产业务毛利
（百万元） -71%

1H 2012 1H 2013 1H 2014
-62%

-9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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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费用：持续降本增效，三项费用同比下降

2%

其中运输费增长14

1H 2012 1H 2013 1H 2014

期间费用
（百万元）

-9%

-1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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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现金流实现持续净流入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净额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百万元）

注：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净额/应占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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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运营效率处于较高水平

存货周转天数应收款项周转天数

（天）（天）

注：存货周转天数=180/（销售成本/平均存货余额）注：应收款项周转天数=180/（销售收入/平均应收款项余额） 存货周转 数 （销售成本平均存货余额）应收 项周转 数 （销售收 平均应收 项余额）

24



偿债能力安全稳健

资产负债率 债股比资产负债率 债股比

注：债股比=有息负债/权益总额注：资产负债率=负债/总资产

25



一、经营回顾
二、财务表现
三、经营展望、经营展望



宏观经济：全球经济谨慎向好

主要经济体2014-2015年GDP同比增长预测

预测
经济体 2012 2013

预测

2014 2015

全球 3.5% 3.2% 3.4% 4.0%

先进经济体 1.4% 1.3% 1.8% 2.4%

美国 2.8% 1.9% 1.7% 3.0%

欧元区 -0.7% -0.4% 1.1% 1.5%

来源 IMF预测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5.1% 4.7% 4.6% 5.2%

中国 7.7% 7.7% 7.4% 7.1%

全球：全球及先进经济体经济活动总体加强，预计 2014-2015 年将进一步改善；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效果有限，预计2014年增长4.6%，2015 年

来源：IMF预测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效果有限，预计2014年增长4.6%，2015 年

将升至 5.2%

中国：中国经济处于换档期 但增速预计仍将保持在7%的较高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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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经济处于换档期，但增速预计仍将保持在7%的较高水平上



农业：长期依然向好

中央财政三农投入持续增加（亿元）中国粮食价格稳中有升（元/吨）

DEC玉米 CZCE强麦 CZCE早籼稻 DEC豆一米 强麦 早籼稻

2377

4551

2608
3340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377
22751994

1127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化（万户）

数据来源：财政部

土地流转面积（亿亩）

来源：Wind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8数据来源：农业部网站 数据来源：工商行政总局



化肥：行业优化调整，危中有机

国内化肥产能过剩短期难以扭转

数据来源：氮肥工业协会；2015年为公司预计数

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的思路

数据来源：磷肥工业协会；2015年为公司预计数

在行业产能持续过剩的背景下，国家提出以“四个

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的思路

消化一批 转移一批

一批”为思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

公司在行业优化调整中面临较大发展机遇

四个
一批

整合 批 淘汰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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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一批 淘汰一批



我司经营策略：加强当期经营，加快转型升级

 抓住市场机会，审慎经营，防范风险，努力提高盈利水平

 在行业低谷中抢抓机遇，获取更多优质资源；苦练内功，提升核心
竞争力

 充分发挥研产销优势，扎根现代农业，积极推进转型升级

打造全球领先的农业投入品及农化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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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现代农业共同成长!与中国现代农业共同成长

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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