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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斯美成功登陆创业板
倾力打造环保型农药医药行业龙头
建平

2019 年 11 月 15 日，绍兴
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正式登陆深交所创业板，本
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3030
万股，股票简称为：贝斯美，股
票 代 码 为 ：300796。 公 司 本
次 IPO 保 荐 机 构 为 中 信 建 投
证券。
贝斯美是一家专注于环保
型农药医药中间体、农药原药
及农药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主要产品为环保、
高效、
低毒
农药二甲戊灵的原药、
中间体、
制剂，是国内仅有的具备二甲
戊灵原药、
中间体、
制剂全产业
链生产研发能力的农药企业。
本次登陆 A 股，贝斯美成为 A
股
“环保农药第一股”
。

坚持研发投入，成就行业龙头
公司持续秉承“产业聚焦、科技创新、
安环保障”
的发展理念，
高度重视自身技术
研发与投入，
不断加强技术和产品储备。
贝斯美于 2015 年成为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新型医药中间体研究开发中心”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被浙江省科技厅认定为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经过长
期的研发和技术积累，公司及子公司截至
目前共拥有 31 项已授权专利，其中 8 项发
明专利，已拥有“4-硝生产技术”、
“戊胺生
产技术”、
“3-硝转化技术”等多个行业专
属、
业内领先的技术专长，
成为公司的核心
技术实力，有效增强了公司产品的综合竞
争力。
贝斯美高度重视安全环保投入，将安
全环保工作视为生命线。经过持续的安全
环保投入和提级，
公司生产环保设施先进，
配备有一流的生产、
研发、
质检、
环保设备，
生产系统实现了连续化、自动化（DCS 控
制）、
本质安全和清洁化。

深耕十六载，站在新起点

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
目前，
贝斯美生
产的原药产品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的标准和要求，在同行业企业中具有全产
业链的成本优势，公司二甲戊灵年产能国
内第一，
已成为细分领域龙头，
从而具备成
为跨国农药企业合格战略供应商的能力。
贝斯美较高的美誉度有利于产品在全
球范围的推广与开拓，公司先后与意大利
FINCHIMICA SPA，美国 BIESTERFELD，
以色列 ADAMA，印度 UPL、RALLIS 等世
界著名农药厂商，以及台州新农精细化工
厂、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华阳、中
农立华、诺普信等国内外重要农药厂商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同时，
贝斯美依托研发创新，
积极推动
二甲戊灵副产物的综合利用，利用二甲戊
灵中间体合成中产生的副产品，创造性地
开发了甲氧虫酰肼、
氟苯虫酰胺、
苯唑草酮
三个优秀农药品种的合成工艺，综合形成
“1+3”业内独有的产业链布局。凭借着丰
富的行业经验、
领先的专业技术、
全方位的
服务能力和资深的管理团队，公司已经成
长为国内二甲戊灵原药及中间体领域的龙
头企业。作为环境友好型农药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量，
公司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
服务现代农业，
缔造生态梦，
留住自然美。

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技术不断升级，
农药
开发向高效、
低毒、
低残留、
高生物活性和高
选择性方向发展，
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农
药工业体系。在整体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
同时，
我国农药行业销售规模不断扩大，
保
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目前世界人口已经超过 75 亿人，而中
国人口也已超过13.95亿人。随着耕地面积
的减少，
人口增长以及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
增强，
如何环保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来提
高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出量，
已经成为摆
在人们面前的突出难题。农药，特别是高
效、
低毒、
低残留的环保型农药对解决上述
问题起到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药行业在

产量稳步增长的基础上，
产品竞争力不断增
强，
行业效益平稳提升。在不断加快产业结
构调整、
产品结构升级和换代的同时，
一些
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与外国农药企业合
作，
成为跨国农药企业的原药供应商。
据了解，全球农药市场销售额不断扩
大，年销售额从 2002 年的 251.50 亿美元增
至 2018 年的 650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7.00%。同时，
基于全球人口粮食需求迅速
增加，
农作物种植结构和耕作方式的转变显
著增加了农药需求，农药禁限用政策为环
保、
高效、
低毒农药推广提供广阔空间等因
素，
农药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具备广
阔的市场前景。

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资料显示，
农药的市场需求与人类对粮
食及其他农作物的需求呈正相关关系。20
世纪 60—90 年代，世界农药工业处于高速
成长阶段，
进入 90 年代后，
全球市场开始进
入成熟阶段，
其规模和格局开始逐渐成形。
近些年，
基于全球人口持续增长、
城市建设
与工业用地的增加、
气候变化和土地荒漠化
等因素的共同驱动下，
市场对农药的需求量
和特性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农药工业获得了
长足有效的发展。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不
断加强农药生产管理，
调整产业布局和产品
结构，
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我国农药
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农药工

成立于 2003 年的贝斯美，深耕行业 16 年，
经过不懈探索和持续积累，已为今后的发展夯
实了基础。目前，公司已建立起一支技术精
湛、经验丰富、结构合理、团结合作的先进管理
团队，相互之间熟悉程度和信任程度较高，且
一直从事农药行业，非常熟悉农药行业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模式，对国内外农药行业的
技术及业务发展路径、未来趋势具有深刻理
解，
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模式。
贝斯美本次募集资金将投入加氢系列、
二甲戊灵系列、甲氧虫酰肼系列产品技改项
目，新建企业研发中心技改项目，营销网络扩
建等项目。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
产能规模和丰富产品结构，拓展和完善营销
网络，符合相关产业政策方向，有利于公司把
握发展机遇，继续做大做强主业，实现公司的
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为吸引优秀人才、充实公司人才储
备，贝斯美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
和员工培训体系，并不断完善激励机制，鼓励
创新，为募投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人才和管理
保障。
贝斯美董事长陈峰坦言，发行上市不是终
点，而是公司继往开来的新起点。公司将依托
资本市场的力量，大力提升资本实力和经营规
模；以优势产能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市
场占有率；同时，进一步加大公司在技术研发、
新产品开发和营销网络方面的投入，实现“产
业化一批、在研一批、储备一批”的技术开发计
划，扩大营销队伍，使产品应用更贴近终端市
场，
大力提高公司的整体综合实力。
陈峰表示：
“ 未来，我们将以登陆资本市
场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和升级公司的运营和
管理，以更加优异的经营业绩回报全体股东
和广大投资者，树立一个健康、优秀的上市公
司形象，将贝斯美打造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
的环保型农药医药中间体及原药生产商和供
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