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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连心·为了明天更美好

中国心连心发布2021年全年业绩

3月25日，中国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连心”）发布2021年全年业绩。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心连心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168.15亿元，同比上升61%；净

利润约人民币17.69亿元，同比上升238%；归母净利润约人民币12.94亿元，同比上升

272%。收入和利润均创历史新高。

2021年心连心经营业绩的优异表现，源于其“内外兼修”，外顺大势，内修自身。

2021年受全球疫情持续、供应链受阻以及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国内化肥及石油

化工相关产品需求和价格上涨。作为国内化肥的领军企业之一，心连心也是行业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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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连心·为了明天更美好

接受益者。

更重要的是，心连心始终坚持实施“低成本+差异化”的战略布局，形成“以

肥为基，肥化并举”的产业发展格局，走出了一条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之路。

此外，随着心连心在江西九江第三生产基地于2021年2月顺利投产、河南新乡

的第二及第三厂固定床改造升级项目2021年第四季度竣工投产，其生产产能和效率

迈入新的里程碑，是2021年度业绩高增长的“定盘星”。

        

央视《新闻联播》关注心连心助力春耕备耕

 2022年2月17日，央视《新闻联播》以“春耕备耕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题，

报道了心连心助力全国农业春耕备耕、抢抓生产保障春耕肥料供应的生产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心连心第一次获央视《新闻联播》栏目报道。2020年

2月16日，《新闻联播》以“抗疫情 保春耕”为题，对心连心统筹生产经营和疫

情防控，全力保障春耕用肥进行了专题报道。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化肥企业之一，心连心坚持“以肥为基 肥化并举”

的发展战略，目前拥有新乡、新疆、九江三大生产基地，尿素、复合肥总产能突破

500万吨。心连心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受尊重的化肥企业集团”，将保障粮食安全

视为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强有力的心连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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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连心·为了明天更美好

1月29日，河南省科技厅公布 2021 年

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名单，心连心荣获“河

南省创新龙头企业”称号。

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每

三年遴选一次，主要从核心竞争力强、行业

带动性大、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进行遴选。对经认定

的创新龙头企业，省政府将集成省、市各类

项目资金支持创新龙头企业发展，重点依托

创新龙头企业实施省重大科技专项。

心连心荣获2021年“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称号

   心连心此次荣获“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

称号，标志着心连心在河南省煤化工行业的

龙头地位，同政府对心连心历年来科技创新

能力的肯定。

     下一步，心连心将充分利用河南省创

新龙头企业的各项政策优势，积极争取各类

科研平台、专项资金等支持，提升企业整体

科技实力，以期在重大关键技术研发、产业

创新联盟构建、高层次创新平台建设、人才

技术集聚等方面率先实现突破，为实现“中

国最受尊重的化肥企业集团”的愿景打下坚

实的基础。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中国氮肥工业
(心连心)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认可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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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连心·为了明天更美好

2月11日，心连心公司气体板块——河南心连心深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冷能源公司”，股票代码：831177）北交所上市启动会隆重召开。心连心公司总经理

张庆金、副董事长闫蕴华、证券部经理桂琳、财务管理中心经理宋万磊、各专业机构领导、

深冷能源公司总经理李灏带领高管团队参会。

心连心气体板块——深冷能源公司北交所上市启动会召开

心连心集团总经理张庆金在启动会上指

出，深冷能源公司北交所上市工作是集团大

力支持的重点项目，随着上市工作的启动，

深冷能源公司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要牢牢把握机遇，与各中介机构精诚合作，

规范企业管理与运营机制，凭借上市东风，

跻身资本市场，实现业绩快速、稳步、高质

量增长。”

    深冷能源公司主营大宗气体、特种气体、

电子气、标准气等气体的研发、生产、销售

业务，主导产品为氧气、液氧、液氮、液氩、

高纯度液体二氧化碳、氢气、特气等产品，

产品应用广泛，包括食品、化工、油田、煤

矿、电子、医药等，并已与可口可乐、百事

可乐、青岛啤酒、雪花啤酒、林德、中芯国

际、三星、京东等诸多高端客户建立了持久

稳定的合作关系。

   深冷能源公司始终致力于上游气源的综合利用和节能降耗，下游应用方面的研究和开

发。先后取得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河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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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连心·为了明天更美好

3月15日上午，心连心甘肃金昌新型作物专用肥建设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金昌河

西堡工业园隆重举行。永昌县县委常委、河西堡镇党委书记梁少卿、心连心新疆公

司总经理姚元亭等出席了金昌项目的开工奠基仪式。

心连心甘肃金昌新型作物专用肥建设项目

开工奠基仪式隆重举行

心连心甘肃金昌新型作物专用肥建设项目预算投资2亿元，建成后，将具备年51

万吨的肥料加工能力。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规划投资约1.5亿元，用于购买土地、

投资建设生产线、配套库房及公共工程，预计建设期为1年。二期规划实施进度视前

期项目经营与市场情况再确定。 

项目所处的金昌市河西堡工业园区是甘肃省重要的基础化工产品生产基地、西北

化肥生产基地。园区毗邻欧亚大动脉兰新铁路和连霍高速公路，交通运输便捷，园区

具有氮、磷、钾、硫酸等原料优势，且用能、用地、用水、环境容量等指标条件均能

得到很好落实。项目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公司的低成本生产优势，快速抢占西北地区复

合肥业务市场，提升公司化肥产品产能和竞争优势，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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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连心·为了明天更美好

1月19日，新疆自治区总工会下发了《关于通报表扬2021年职工创新活动优秀创

新成果的决定》，新疆心连心苗增春、刘法斌等人的22项创新成果被自治区总工会评

选为“五小”职工群众性优秀创新成果。

心连心一直以创新为驱动力，引导员工积极推行创新工作，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流

程，开展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实现技改创新和节能降耗工作。本次荣获的22项优秀

管理创新成果均是员工针对生产问题，开展的一系列管理创新工作，为公司节省了大

量的费用支出，有效保障了公司生产经营工作。

这些荣誉的获得，是自治区总工会对心连心职工创新活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

下一步，新疆心连心将会把管理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不断健全创新机制，

厚植职工创新土壤，进一步为员工营造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工作环境，

激发广大员工的工作热情、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让员工在公司的发展上大有作为，

为公司的发展贡献力量！

新疆心连心 22 项创新发明成果获新疆自治区总工会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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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承老一辈创业者的艰苦奋斗精神，3月18日—30日，心连心组织了老一辈奋斗

者到厂参观活动。

看着心连心文化展厅里一张张老照片，在场老一辈奋斗者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段艰苦

奋斗的峥嵘岁月。跟随着讲解员的讲解，看着心连心从一个年产3000吨合成氨的小氮肥

厂发展成为大型化肥企业集团，他们感慨万千。每每遇到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他们都

要向在场的员工讲述着故事细节......讲到动情处，老一辈奋斗者不禁流下了热泪，他

们的分享和讲述也感染了在场每一位年轻的心连心人。

看到公司近年来在科技创新、产品布局、市场开拓、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

绩，老一辈奋斗者不禁感叹公司发展的速度，喜悦之情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追忆创业历程 传承奋斗精神
—心连心邀请老一辈奋斗者到厂参观

心连心从当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氮肥厂，发展到今天成为一家全国化布局的上

市化肥企业集团，离不开老一辈奋斗者的无私奉献和辛勤付出。正是有了他们，才铸

就了心连心“自己艰苦奋斗 满足别人需求”的企业之魂。下一步，心连心将组织全

员参观文化展厅活动，会有更多的心连心人听到老一辈奋斗者的创业故事，他们也将

继续秉承老一辈创业者的奋斗精神，沿着老一辈创业者的奋斗足迹，切实履职尽责，

做好本职工作，为推动公司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心连心·为了明天更美好

7



  

    

心连心，聚焦腐植酸，为高效肥产业发展赋能

“咱这儿的草莓长势好，着色快，

上市早，糖度高，品相也好。”中莓草

莓园项目负责人王经理指着眼前这片红

润饱满的草莓园，高兴地说。

中莓草莓园项目于2021年2月设立，

位于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康庄村。项

目依托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草莓

课题组的技术和成果，总投资800万元，

致力于打造集高品质草莓生产、技术服

务与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心连心·为了明天更美

草莓园由河南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

体系进行技术指导，引种了甘露、奶油、

隋珠、白雪公主等品种。草莓香味浓郁、

个大、汁多、甜度高，高品质草莓亩产

达4000多斤。经过一年的正式运营，品

质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目前供不

应求，白如凝脂的白雪公主售价达到了

好

用上心连心腐植酸，草莓变成“致富宝” 100元每斤。

高品质草莓种植，除了选用优秀

品种外，在用肥上也得选择好肥料、

足量施用。草莓园基肥选用了心连心

腐植酸系列高效肥及腐熟农家肥等，

从定植到采摘盛期，每7天左右追施

心连心矿源黄腐酸钾、大量元素水溶

肥料、心连心磷酸二氢钾水溶肥及含

腐植酸水溶肥等。

草莓园所使用的化肥多来自心连

心集团。心连心集团专注化肥主业50

多年，在产品创新方面走在行业前列。

早在十几年前，心连心集团就开始研

究土壤和作物营养，实施了差异化战

略，大力发展高效肥，为特色农业、

高端农业、资源节约型农业研发了腐

植酸系列等众多优质高效产品，产品

得到了众多农业专家及广大农户的认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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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大自然的神奇馈赠

腐植酸是指由动植物残体等有机

物经微生物分解转化和地球化学过程

而形成的天然高分子有机物，多从泥

炭、褐煤、风化煤中提取，是一种优

良的有机质。



   

腐植酸化学结构复杂，是一个含有羧

基、酚基、酮基、酚羟基等多种活性功能

团的混合物。腐植酸的特殊结构和理化特

性决定了它在改善作物品质、修复生态上

的重要作用。

一是刺激生长。腐植酸中含有大量的

生理活性物质，对作物的生长发育以及生

理代谢有刺激作用，使作物吸收水分和养

分的能力增加。

二是提高肥效。腐植酸体内的活性基

团能与氮结合，减少氮肥的挥发，延长肥

效，促进果实上色，提高果实品质，从而

提高肥料利用率。

三是提高作物抗逆能力。腐植酸体内

的有机质含量高，为有益微生物提供了优

良的生存环境，使有益菌群逐步发展为优

势菌群，抑制有害菌的生长。

心连心·为了明天更美

四是改善品质。使用腐植酸可以提高

苹果、西瓜、草莓等的糖分，增加淀粉、

蛋白质、维生素C含量，减少硝酸盐、亚硝

酸盐含量，从而提高果实品质。

好

打造中国腐植酸肥料一流品牌

早在2012年，心连心集团就率先在

行业内提出“中国高效肥”的品牌定位，

制定了“创新研发高效肥料，实现减肥、

增效、提质、并举”的发展战略，陆续

研发推广了控失类、氨基酸类、腐植酸

类等高效肥料,其中腐植酸系列高效尿

素可在氮素减量20%的情况下，让玉米、

小麦、棉花等农作物平均亩增产在10%

左右，真正实现减量增效、绿色环保的

作用。

为进一步做优做强化肥主业，2017

年，心连心集团战略整合了中国腐植酸

行业龙头企业，成立了新疆黑色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与市场上腐植酸相比，心

连心集团所采用的腐植酸原料来源于新

疆的高含量矿源腐植酸。

依据得天独厚的原料优势、国家氮

肥高效创新中心平台的科研优势、尿素

+复合肥产品的生产制造优势以及品牌

营销和渠道服务优势，心连心集团先后

推出腐植酸尿素、复合肥、水溶肥、特

肥等不同种类腐植酸差异化系列产品。

    

9

五是改良土壤。腐植酸有机胶体与

土壤中的钙离子结合形成絮状凝胶，能

把土粒胶结起来，使土壤中水稳性团粒

结构增加，土壤的水、肥、气热状况得

以协调，保水、保肥性增加。



为加快推广腐植酸高效肥，把科学施

肥落到实处，心连心集团通过“配肥中心+

化验室+高效农业服务中心”三位一体模式，

打造心连心特色的农化服务体系。通过对

当地土壤和作物的深入研究，从免费测土

化验开始，到专家配方、精准施肥、种植

指导、飞防服务等，为农户提供精准服务

和解决方案。

心连心·为了明天更美

目前，心连心腐植酸尿素和腐植酸复

合肥的年产量超百万吨，已经成为国内最

大的腐植酸肥料生产企业之一。

好

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要“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

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绿色

发展之路”。

心连心集团将一如既往地秉承“用心

养好每一棵作物，养活每一寸土壤”的理

念，不断加大以腐植酸为代表的高效肥的

研发推广力度，实现“用最少的资源，创

造最大的社会价值”，为改善作物品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贡

献心连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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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连心·为了明天更美好

“一米宽、一千米深”的钻井

心连心集团于1969年建厂，到今

天已走过5 3个年头。曾经那个年产

3000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如今已是

一家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大型知名上市

企业集团。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创业征

程中，心连心集团不断探索并形成了

精神

    

    

    

11

什么是“一米宽、一千米深”？

在心连心，每名新员工入职后要做

的第一件事是参观企业文化展厅。在这

里，新员工们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心连心

的发展历程，并从中学到了他们在心连

心工作生涯中的重要一课——保持“一

米宽、一千米深”的钻井精神。

是心连心集团董事长刘兴旭从集团50余年

的发展历程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意思

“一米宽、一千米深”的钻井精神，

是

“干工作，干事业，要像钻井一样，锁定

目标，不断钻研，坚持把事情做到极致。”

独具心连心特色的企业文化和理念，

这是心连心集团战胜前进路上各种艰

难险阻的力量源泉，更是心连心人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米宽、一千米深”的钻井精神是

心连心集团多年来坚持深耕化肥业务的真

实写照，同时也在激励着所有的心连心人

苦练专业技能，把工作干好干精。

。

本期将为您介绍心连心集团“一

米宽、一千米深”的钻井精神。



  

   

心连心·为了明天更美好

50余年来，心连心始终专注化肥主

业，用“一米宽、一千米深”的“钻

井精神”，在化肥生产这一领域坚持

干下去、挖下去，打穿深厚的“沉砂层

”、坚固的“岩石层”，直至打出源源

不断的“活水”。

刘兴旭是1994年来到心连心的，当

时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和选择，就是

“尿改工程”。当时企业的产品只有碳酸

氢铵，含氮量只有百分之十几，已经不

能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但是整个化肥

行业还处在低谷，行业上有许多企业因

改产尿素而陷入困境，很多企业都在犹

豫徘徊，“技改找死，不技改等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了农民的需要，

也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刘兴旭果断选择：

集中一切力量搞“尿改”。在缺资金、

少技术的条件下，心连心战胜重重困难，

用了短短1年时间，第一套尿素生产线一

次投产成功，实现了企业产品创新的首

次突破。

大胆探索，持续钻研，不断推进产

尿改是起点，不是终点。为不断把

化肥业务做精做深，心连心不断进行产

品创新，从碳铵到尿素，到复合肥，再

到高效肥，实现了一次又一次产品升级。

特别是在市场没有先例、产品没有先例

品

升级

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心无旁

骛专注化肥业务

2008年，心连心发展形势持续向好，

年利润首次突破4亿元！心连心阖厂欢庆，

管理层却也有了新的烦恼和迷茫：富余

的资金该往哪儿投？

的情况下，心连心人大胆探索，研发推

广了聚能网、控失肥、腐植酸三大系列

高效尿素，引领了行业产品创新

当时正处于“黄金时代”的房地产

业，有着超高回报率，犹如一块散发着

诱人香味的蛋糕，让不少传统企业趋之

若鹜。心连心总经理说，每个月都有好

几个房地产项目拉心连心投资“入伙”，

部分心连心职工也通过各种形式提出强

烈建议，很多职工都等着刘兴旭一声令

下冲到房地产行业“挣大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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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连心·为了明天更美好

市公司，从一名行业跟跑者，跻身为行

业能效领跑者、“中国高效肥倡导者”，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企业总资产由320

万元增加到250亿元，化肥产能达到500

万吨，尿素单体规模、腐植酸高效肥销

量、车用尿素市场占有率、高压法三聚

氰胺等产品产销量，都在各自的行业里

位居前列。

心连心连续53年无亏损，效益水平

行业一流，不仅保持了化肥主业的优势

和行业领先地位，同时为中国化肥行业

的创新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为企业负责人，刘兴旭何尝不知

道挣钱的重要性，但他更深知，企业如

果光想着挣钱，是不会持久的，做企业

除了考虑挣钱还要考虑社会责任。农化

企业连着千万家农民，关系着国家的粮

食安全，为了这份责任和初心，心连心

要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心无旁骛专

注化肥主业，为农民生产出更绿色更高

效的化肥

凭借着“一米宽、一千米深”的钻

井精神，心连心已经创造了灿烂的辉煌，

未来，心连心还将继续坚持不断钻研，

心无旁骛，勇往直前，全力打造中国最

受尊重的化肥企业集团。

。

打造中国最受尊重的化肥企业集团

锁定目标，专注重复，心连心就是秉

承“一米宽、一千米深”的钻井精神，把

本职工作做到极致，一步步赢得了行业专

家、广大农民的尊重。

这样的心无旁骛，让心连心从小到大，

由弱到强，从一个县营小氮肥厂到国际上

中国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为中国最具规模优势和成本效益、以煤为原料的尿素生产商之一，主要

从事尿素、 复合肥、甲醇、二甲醚、三聚氰胺、糠醇、糠醛、2-甲基呋喃、医药中间体等相关差异化

产品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集团坚持“总成本领先、差异化竞争”的发展策略，做大做强化肥主业，

依托新乡、新疆、江西等 地区资源，向上游新能源、新材料等产品链延伸，向煤化工相关多元化方向

发展。中国心连心股份在香港联 交所主板上市，股份编号：01866.HK。

电话：+86 373 559 2888

关于中国心连心化肥有限公

电邮：ir@chinaxlx.com.hk

司

   公 司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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