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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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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杨寿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晓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晓华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640,256,277.67 8,226,179,537.71 1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82,602,519.91 3,903,331,325.24 19.9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13,947,475.04 -2.26% 3,087,917,497.28 -2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387,744.24 -141.96% 38,870,138.68 -8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789,367.94 -179.49% -1,617,615.72 -10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98,901,730.29 -50.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7 -136.69% 0.0669 -84.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7 -136.69% 0.0669 -84.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 -1.60% 0.99%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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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5,289,6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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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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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72,628.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84,762.83  

减：所得税影响额 8,277,300.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6,702.95  

合计 40,487,754.4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34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75% 300,534,031 73,526,024 质押 243,154,031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6% 79,895,036 0 冻结 3,623,188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8% 13,823,858 0 不详 不详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58% 9,161,000 0 不详 不详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6,437,301 0 不详 不详 

张郑娥 境内自然人 1.00% 5,798,669 0 不详 不详 

胡军 境内自然人 0.95% 5,543,344 0 不详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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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嘉实服务增值行业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1% 5,288,086 0 不详 不详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淡水泉精选 1 期 
其他 0.65% 3,787,680 0 不详 不详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淡水泉成长基金 1 期 
其他 0.61% 3,569,501 0 不详 不详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227,008,007 人民币普通股 227,008,007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79,895,036 人民币普通股 79,895,036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823,858 人民币普通股 13,823,85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1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61,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437,301 人民币普通股 6,437,301 

张郑娥 5,798,669 人民币普通股 5,798,669 

胡军 5,543,344 人民币普通股 5,543,344 

中国银行－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5,288,086 人民币普通股 5,288,086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水泉精选 1期 3,787,680 人民币普通股 3,787,680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淡水泉成长基

金 1 期 
3,569,501 人民币普通股 3,569,5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红

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49%股份；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

司、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上述股东中，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本公司股票 59,6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0,295,036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79,895,036 股；张郑娥通过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798,669 股，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5,798,669 股。胡

军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543,344 股，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5,543,344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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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科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增减金额（元） 变动幅度（%） 

1 货币资金 1,425,811,418.77 949,926,587.86 475,884,830.91 50.10% 

2 应收票据 27,192,905.09 14,054,466.00 13,138,439.09 93.48% 

3 应收账款 851,442,970.78 605,116,591.81 246,326,378.97 40.71% 

4 预付款项 334,900,784.42   150,592,842.88    184,307,941.54  122.39% 

5 长期股权投资 9,605,620.00 6,000,000.00 3,605,620.00 60.09% 

6 在建工程 1,223,631,142.14 391,473,314.91 832,157,827.23 212.57% 

7 工程物资 23,911,010.41 58,954,805.48 -35,043,795.07 -59.44% 

8 预收账款 134,880,850.87 86,855,370.88 48,025,479.99 55.29% 

9 应付职工薪酬 765,128.81 3,047,303.01 -2,282,174.20 -74.89% 

10 应交税费 7,070,804.97 38,896,927.20 -31,826,122.23 -81.82% 

11 其他应付款 176,243,055.29 75,947,206.34 100,295,848.95 132.06% 

12 资本公积 2,939,504,881.10 1,979,166,972.24 960,337,908.86 48.52% 

序号 科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增长金额（元） 变动幅度（%） 

13 营业税金及附加 2,308,738.43 5,662,749.12 -3,354,010.69 -59.23% 

14 资产减值损失 10,930,322.47 -40,856,936.73 51,787,259.20 126.75% 

15 投资收益 2,805,329.24 54,552,673.48 -51,747,344.24 -94.86% 

16 利润总额 57,932,360.04 269,201,043.63 -211,268,683.59 -78.48% 

17 所得税费用 18,639,023.07 47,938,216.29 -29,299,193.22 -61.12% 

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8,901,730.29 806,523,306.09 -407,621,575.80 -50.54% 

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956,490.65 -627,039,098.32 363,082,607.67 57.90% 

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33,785.56 -25,255,879.22 36,589,664.78 144.88% 

变动原因： 

1、货币资金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2、应收票据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收到的票据增加所致。 

3、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政策调整所致。 

4、预付款项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5、长期股权投资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对外投资所致。 

6、在建工程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工程项目增加及技术改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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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程物资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设备领用转入在建工程所致。 

8、预收账款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预收的货款增加所致。 

9、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10、应交税费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下降导致相应税金减少所致。 

11、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应付安装工程往来款增加所致。 

12、资本公积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本溢价所致。 

13、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减少所致。 

14、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15、投资收益减少主要是上年度报告期内转让江苏振邦和南京振邦股权收益所致。  

16、利润总额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产品价格及毛利率下降所致。 

17、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下降所致。 

1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 2015 年 5 月转让了江苏振邦和南京振邦股权，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所致。 

1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 2015 年 5 月转让了江苏振邦和南京振邦股权，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所致。 

2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筹资资金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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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完成，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2 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已由 507,246,849 股变更为 580,772,873 股，公司对《公司章程》中股份总数相关条款做相应修订，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办理完成营业执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后的新版《营业执照》。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依靠自主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集“大型化、智能化、连续化、环保化、节能化、安全化”于

一体的生化 VB3、氟氯代吡啶和新敌草快等产业链项目开车并进展顺利；公司首家独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境友好型

百草枯可溶胶剂已全面推向市场，反响良好；同时，公司拥有自主创新的 L-草铵膦产业链、新型杀菌剂产业链等系列新产

品、新工艺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步伐正在加快推进。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获得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4 年 11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 年 12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2015 年 01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 
2015 年 08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2015 年 09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等事项获得董

事会审议通过 
2015 年 12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等事项获得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 年 01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刊登验资报告、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

公告书等 
2016 年 02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6 年 04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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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6 年 05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办理完成营业执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新版《营业执照》 
2016 年 07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

有限公司、杨寿海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详见“注1” 

2011年09

月 30 日 

详见承

诺内容 
严格履行中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

有限公司、杨寿海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承诺 
详见“注1” 

2011年09

月 30 日 

详见承

诺内容 
严格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详见“注2” 

2016 年

02 月 03

日 

详见承

诺内容 
严格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承诺 
详见“注3” 

2015 年

07 月 10

日 

详见承

诺内容 
履行完成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认购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的承诺 

详见“注3” 

2015 年

07 月 10

日 

详见承

诺内容 
履行完成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注 1：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实际控制人杨寿海承诺：本次重组后杨寿海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将不再经营与本次拟注入资产

和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现有业务相竞争的业务。控股股东南一农集团承诺：（1）将不会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

所从事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2）将避免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从事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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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南一农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南一农集团及其实际控

制人杨寿海先生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上市公司与南一农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

业务等方面的独立。 

注 2：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方式在红太阳拥有权益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 

注 3： 

◆关于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10 起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关于通过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能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将通过全额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来增持公司股份。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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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601328 
交通银

行 

40,000.

00 
40,000  79,812  

441,36

0.36 

-72,62

8.9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合计 
40,000.

00 
40,000 -- 79,812 -- 

441,36

0.36 

-72,62

8.92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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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1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1 月 2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2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4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5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8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8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8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8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9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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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签 署 人： 杨寿海 董事长 

签署时间：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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