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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作为全球作物保护领军企业之一的安道麦农业解决方案有限公司（Adama Agricultural Solutions Ltd.）

与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合并，打造唯一一家在中国证券市场公开交易的一体化跨国作物保护

公司。 

在安道麦，我们致力于“创造农业简单化”，给农民提供高效的产品和服务，简便农民的农作生活，帮

助农民发展。作为拥有最丰富且多元化的差异化优质产品的公司之一，凭借 6,600 人的优秀团队，我

们与 100 多个国家的农民深入接触，给他们提供除草、杀虫和杀菌的解决方案，帮助农民提高产量。 

更多重点信息及详细内容请参见报告附件。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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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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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兼法定代表人 Chen Lichtenstein、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首席财务官）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 Aviram Lahav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本报告及其摘要均分别以中、英文编制，在对中英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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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千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2,628,220 39,685,756 
注 1 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423,162 18,849,847 注 1 18.96% 

 

单位：千元 

 

7 月-9 月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1 月-9 月 比上年年

初至报告

期末增减 
2018 2017 2018 2017 

营业收入 5,928,627 5,624,175 5.41% 18,954,885 18,394,239 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661 282,520 (36.41%) 2,542,442 1,599,514 5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5,718 270,892 (35.13%) 966,014 436,359 121.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4,557 2,521,540 (42.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34 0.1206 (39.14%) 1.0392 0.6830 52.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0% 18.1% (49.10%) 12.31% 9.28% 32.70% 

注 1：此处列示的数字为 2018 年年初余额，而非 2017 年年末余额。本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采用财政

部于 2017 年颁布的经修订的金融工具和收入准则。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本期期初总资产和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数字已经过调整。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和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分别为人民币 39,613,922 千元和人民币 18,778,013 千元。 

更多重点信息及详细内容请参见报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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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996,244 
与先正达交易相关，在欧洲剥离

部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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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7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7,027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34) --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9,376 -- 

合计 1,576,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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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55(其中A股股东 35817，

B 股股东 1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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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工农化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02% 1,810,883,039 1,810,883,039 -- -- 

荆州沙隆达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 119,687,202 -- -- -- 

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 33,557,046 33,557,046 -- -- 

中国国有企业结

构调整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 33,557,046 33,557,046 -- -- 

建信基金－工商

银行－中航信托

－中航信托·天

启（2016）293

号建信基金定增

其他 0.53% 12,885,906 12,885,9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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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全趋

势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8,053,736 8,053,736 -- --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三组合 
其他 0.25% 5,999,921 -- -- -- 

姜云 境内自然人 0.21% 5,200,173 -- -- --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八组合 
其他 0.21% 5,065,684 -- -- --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

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20% 4,838,04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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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州沙隆达控股有限公司 119,687,202 人民币普通股 119,687,202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5,999,921 人民币普通股 5,999,921 

姜云 5,200,173 人民币普通股 5,200,17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5,065,684 人民币普通股 5,065,684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4,838,044 境内上市外资股 4,838,044 

蕲春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4,169,266 人民币普通股 4,169,26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4,034,562 人民币普通股 4,034,562 

吴峰 2,980,237 人民币普通股 2,980,237 

谢庆军 2,50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500,000 

兴业全球基金－农业银行－中国

太平洋人寿保险－中国太平洋人

寿股票定增策略产品（保额分红）

委托投资 

2,493,609 人民币普通股 2,493,6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和荆州沙隆达控股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荆州沙隆达控股有限

公司为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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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吴峰，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75,726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本公司股票 2,204,511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98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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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千元 

资产及负债 2018年09月30日 2018年01月01日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47,528 23,000 107% 新增投资 

衍生金融资产 677,223 455,153 49% 衍生金融资产公允价值重评估 

持有待售资产 - 403,297 (100%) 产品剥离完成 

其他流动资产 533,834 765,028 (30%) 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长期应收款 134,984 192,968 (30%) 外币长期应收款的收回以及外币贬值 

在建工程 433,350 803,421 (46%) 在建工程转固 

无形资产 5,900,418 4,036,588 46% 主要为自先正达公司购买的无形资产 

短期借款 452,729 2,280,912 (80%) 偿还短期借款 

衍生金融负债 1,045,164 789,050 32% 衍生金融负债公允价值重评估 

预收款项 140,211 226,711 (38%) 预收款项同比减少 

其他应付款 2,201,178 1,422,734 55% 
主要是与销售折扣相关的负债、预提费

用以及与证券化交易相关的负债增加 

应交税费 
630,084 431,275 46% 

主要是应税利润增加导致企业所得税

增加 

长期借款 304,549 514,320 (41%) 偿还长期借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431,346 224,613 92% 

主要是处置无形资产产生收益而使用

前期结转的可抵扣亏损 

预计负债 
102,337 163,913 (38%) 

或有事项以及诉讼相关的预计负债减

少 

递延收益 34,485 - 100% 与资产剥离交易相关的递延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1,108,221 (104,080) 1165% 

主要与套期交易以及外币报表折算相

关 

专项储备 16,255 9,349 74% 安全生产费增加 

未分配利润 5,671,403 3,307,924 71% 主要来自净利润 

损益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63,870  48,661 31% 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研发费用 262,581 196,579 43% 研发项目投资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4,096 - 100% 
采用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44,673) 170,228 (302%) 主要来自衍生品投资公允价值重评估 

投资收益 355,813 28,088 1167% 主要是来自处置衍生品投资 

资产处置损益 1,996,242 55,761 3480% 处置无形资产产生的收益 

营业外收入 30,407 22,763 34% 非经常性收入增加 

所得税费用 787,319 259,358 204% 

主要来自处置无形资产收益导致所得

税费用增加，以及巴西里亚尔贬值导致

当地税项资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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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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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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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千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

联

关

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如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资金

额占公司报

告期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银行 无 否 

 

期权 

 

52,274 03/06/2018 09/03/2019 52,274 6,097,265 (2,547,865) 无 3,601,674 16.06% (229,646) 

银行 无 否 远期 15,911,923 28/05/2018 11/01/2019 15,911,923 20,962,417 (23,768,719) 无 13,105,621 58.45% (35,845) 

合计 15,964,197 -- -- 15,964,197 27,059,682 (26,316,584)  16,707,295 74.51% (265,491)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7 年 12 月 30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 （如有） 
无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

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

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

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上述交易为与银行进行的短期货币对冲交易。 

所做交易不在市场上公开交易，而仅在公司和银行之间进行，因此不存在市场风险。  

针对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相关子公司只选择实力强、规模大的银行合作，并与部分银行签署了由

国际掉期与衍生品协会发布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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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风险等） 针对操作风险，目前相关子公司使用电脑软件作为所有交易的后台系统。 

不涉及法律风险。 

风险控制措施包括： 

 相关子公司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指南，经子公司董事会财务报表委员会批准。该指南详细规定

了所有对冲政策、有权进行对冲的被授权人、工具、区间及其它内容。 

 在子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的说明和董事会报告中，相关子公司会对对冲交易进行全面的分析，

包括敏感性分析。 

 相关子公司除开展季度审计外，还按照当地内部控制审计的要求在本土开展审计，审查对冲

交易的工作流程和控制情况。 

 相关子公司的财务总监参与风险控制工作，监督对冲交易的会计处理。 

 相关子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每 2-3 年对所有流程进行审计。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

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

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

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

的设定 

上述为相关子公司和银行进行的短期货币对冲交易。 

相关子公司聘用外部专家进行公允价值评估。相关子公司仅针对货币进行对冲，相关交易简单（包括

期权合约和远期外汇合约），期限不超过一年半。因此，评估工作较为直接，相关子公司的会计部门

提供汇率，外部专家提供所有其他参数。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

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

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

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

意见 

公司以规避市场波动风险、套期保值为目的开展的衍生品投资业务，与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公司建立了《汇率风险套期管理政策》，加强了风险管理和控制，有

利于规避和控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7 月 10 日 电话会议 机构 介绍公司的整体情况、业务发展等 

2018 年 7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介绍公司的整体情况、业务发展等 

2018 年 7 月 17 日 资本市场公开日 机构 
全球农化行业发展现状，公司各业务单元

经营介绍 

2018 年 7 月 19 日 资本市场公开日 机构 
全球农化行业发展现状，公司各业务单元

经营介绍 

2018 年 8 月 27 日 电话会议 机构 公司 2018 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交流 

2018 年 8 月 28 日 路演活动 机构 公司 2018 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交流 

2018 年 8 月 29 日 路演活动 机构 公司 2018 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交流 

2018 年 8 月 30 日 路演活动 机构 公司 2018 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交流 

2018 年 9 月 4 日 券商策略会 机构 
介绍公司的整体情况、业务发展等，以及

公司 2018 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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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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6 日 券商策略会 机构 公司 2018 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交流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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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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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30 日 


	注1：此处列示的数字为2018年年初余额，而非2017年年末余额。本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采用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的经修订的金融工具和收入准则。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本期期初总资产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数字已经过调整。截止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和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分别为人民币39,613,922千元和人民币18,778,013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