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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协议声明

此演示文稿包含前瞻性陈述，涉及本公司的业务，产品和财务业绩。根据风险因素，前

瞻性陈述中预计的本公司的实际业绩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不限于以下：一般经济和商业

条件，公司发展，装运，市场接受程度，更多竞争的出现，技术的变革，以及超出本公

司控制的其他各种因素。所有前瞻性陈述明确本警示性声明的全部资格的证券和交易委

员会（SEC）提交公司的报告中详述的风险因素。中国绿色农业公司没有义务更新或修

改任何前瞻性陈述，以及事后的结果（法律规定除外）。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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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述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商业 从事于研发生产和销售特色肥料，复合肥料和农业产品。

地址 总部位于西安和北京

产品
超过600个多元化产品（截止到2017财年第二季度）

设备 两组自动生产设备和一个研发中心

生产能力 生产能力555，000公吨

l 济农：55,000公吨

l 谷丰：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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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波动图

股价快照        2017年5月15号
Last Price 1.29
Day’s Range 1.22- 1.36
Avg Vol(3m) 

Market Cap:

345,500

48.96M
52wk Range 1.18- 1.68
Pre Close 1.22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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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重点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战略地理位置

已经建立全国网点销售图

生产设施的战略布局在中国的西北部地区，在中国西南部地区有潜在的收购
目标

交叉销售不同种类的产品

健康发展

强大的研发能力

持续推出新产品

知名产品系列

市场潜力

大量的潜在市场

复合肥和有机肥料的大量市场需求

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集中产业

纽交所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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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历史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Dec 2009 2011   Feb 2012    2013 2017

2011年2月28号董事
会批准10年发展计划

2009年7月CGA在纽
交所上市

2012年3月1号金泰开
始迁移工程

裕兴成为CGA的VIE

金阳光，旺田，利时捷，沈丘
珍佰，信得过，鑫玉磊，丰农，

和向荣并为CGA的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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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结构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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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陕西济农腐殖酸股份有限公司
l 6,495平方米的生产设备可供液体肥料生产

l 13,803平方米的生产设备可供高密度的肥料生产

l 中国最高先进的腐殖酸生产线

l 这些设备一年生产力高达55,000公吨

北京谷丰化工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l 17,930平方米，八套生产设备可提供不同肥料的生产

l 一年的生产力500,000公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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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设施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裕兴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l 353,000平方米的98个日光温室和6个智能温室

l 配备高级的滴管系统和水质净化设施

l 60%- 70%的水质净化工作可在温室内完成

l 肥料的测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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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产品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肥料产品

l 肥料生产占了公司总体的90%
l 产品生产包括液体，颗粒和粉状的无害肥料

l 公司目前生产和销售超过600种基于腐殖酸的有机或者无机复合肥

农业产品
l 顶级花卉

l 绿色蔬菜和水果，主要有荷兰黄瓜，多色辣椒，茄子和日本西瓜

l 多色幼苗，主要有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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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销售网络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北京

辽宁

吉林

河北

l Minimum retail store coverage
l Minimum fleet size

地域多元化

l 1,919个分销商遍布全国

l       

经销商标准
      现金交易
l 库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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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市场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肥料需求
l 中国有世界21%的人口，却只有9%的可耕种土地，

农民每年的肥料化肥占了20%
l 中国目前有世界上1、3的肥料生产消费市场，为世界最大。

有机肥的普及
l 农业自足的状态对环保的肥料产品需求量增加

l 数十年的化学肥料的使用造成的可耕种土地的伤害
l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认知的提高
l 政府支持有机生产

有机化合肥目前占有中国肥
料市场的27% ，但世界上发
达国家的比例有50%。而且
每年递增30%

73%

27%

55%
45%

Organic vs. Chemical in Y2011

Organic vs. Chemical in Y201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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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格局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厂商数量
l 目前全国有大约3000家化学肥料和超过1000家有机

化肥的生产商。

l 大多数厂家遇到的问题：
Ø 产品单一，缺乏创新
Ø 容易受到打击
Ø 缺乏市场信息
Ø 老旧的操作平台

                            

l 中国绿色农业的发展策略
l 建造并维持全国经销商布局

l 建立区域性的生产设备中心以提高生产能力

l 保持研发工作并且经常性的介绍革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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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增长型战略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高度增长市场
占有率

生产力增长
整体，多样化实现谷丰生

产力的扩张

最大优化销售网络

交叉销售提高产品销售范
围

建立新的研发中心

采集
针对高质量的生产设备
选择性的地理战略位置，
实现对行业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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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增长型战略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l 建立农作物针对肥料计划
l 通过直接交易获得获得额外的农作物销售的利润
l 农民可以节约时间出手农作物和购买肥料

       建立腐殖酸肥料的国家工程研发中心
l 和中国腐殖酸产业协会合作从而建立一个政府认可的工程研发中心

       参与腐殖酸设计协议
l 通过与中国腐殖酸产业协会合作规划腐殖酸颗粒肥料的生产和分配

       扩大市场渗透和品牌识别
l 通过特别策划的市场营销活动而增长公司的品牌认识和对现有市场的渗透

       通过控制原材料的成本降低生产成本
l 通过获取钾和磷的获取保证长期的原材料的供给 

       广泛利用研发平台
l 通过加快展示新产品而获取额外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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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增长目标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增长计划

l 2017年收益不低于$281million 
l 2020年收益不低于$3 billion 

Our Vision
2020成为中国化肥的整体行业的领导者。

通过腐殖酸肥料的增强研发和分布扩张实现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从过去的2%到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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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管理团队 李涛-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l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 
l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副主席

任坤- 财务总监

l 2010年5月加入中国绿色农业

l 5年资本市场管理经验

l 普杜大学工程学和金融业博士学位

李卓宇- 总裁

l 曾就读于奥克兰大学

l 4年高级公司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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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 in millions 2017年5月15号 2016年06月30号

货币资金 118.3 102.9

应收账款 155 117.1

库存 46.4 87.4

流动资产总额 349.9 335.6

总资产 426.9 418.8

流动负债合计 39.5 48.3

股东权益合计 379.3 370.5

流动负债和股东权益总额 426.9 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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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中国绿色农业(NYSE: CGA)

中国绿色农业

王丹

Tel: +86 29 88266383  
Email: wangdan@cgagri.com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181号工业写
字楼A座A区3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