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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6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4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辉丰股份 股票代码 0024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韦广权 卞宏群 

办公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王港闸南首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王港闸南首 

电话 0515-85055568 0515-85055568 

电子信箱 jshuifenggufen@163.com jshuifenggufen@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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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44,933,017.62 1,647,038,329.36 -5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778,428.66 98,124,291.06 -17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8,972,134.87 109,625,037.75 -162.92%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1,593,288.84 462,807,708.92 -69.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1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6 -1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2.57%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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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6,201,523.91 5,960,620,789.28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81,078,263.99 3,161,759,505.22 -2.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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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汉根 境内自然人 42.23% 636,631,953 477,473,965 质押 423,150,000 

仲玉容 境内自然人 4.82% 72,604,100 726,041,000   

江苏辉丰农

化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

计划 

 2.03% 30,595,320 0   

唐中义 境内自然人 0.84% 12,606,576 0 质押 12,600,000 

赵辰 境内自然人 0.43% 6,528,160 0   

刘海涛 境内自然人 0.35% 5,229,811 0   

王勇 境内自然人 0.26% 3,923,300 0   

陈晓东 境内自然人 0.22% 3,241,549 2,431,162   

谢惠忠 境内自然人 0.21% 3,107,000 0   

王志华 境内自然人 0.16% 2,48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仲汉根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仲玉容女士和实际控制人为父

女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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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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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江苏辉丰农化

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

券 

辉丰转债 128012 2022 年 04 月 21 日 84,432.92 1.3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4.00% 43.00% 1.0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74 -2.18 -179.8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农药行业在安全、环保高标准、严要求下，随着供需结构的调整，农药价格出现较大回升。公司受停产整改
影响，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4,493.30万元，同比下降-54.7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277.84万元，同比下降-174.17%。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主要完成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切实开展安全、环保的整改提升工作。2019 年 1 月 2 日在大丰区环境保护局网站对公司全厂区环保问题整治及

复产情况进行了公示， 5 个原药合成产品的 8 个车 间于 2019 年 1 月 3 日恢复生产。于2019年2月28日，对公司部分合

成车间（H30、C30、B30、E60）复产情况进行了公示。 

（2）在市场终端方面，围绕“培育当家产品、建立单品优势”，从营销的组织架构、市场策略、推广等方面多措并举，

能百旺系列产品有了新突破。 

（3）强化资源管理，提高运行质量。针对部分库存物资，组织相关部门多渠道推进销售。另外严格预算管理等，减少

日常开支。 

（4）持续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累计获得国内产品发明专利授权79件，获得PCT 国际发明专利

授权97件，形成了丰富的创新产品资源。 

（5）有关登记工作的开展。重点围绕公司生物农业板块的方向和目标，加快推进有关生物农业制剂的研究开发，同时

加强与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提前规划和布局公司未来生物农业板块衍生产品。有序推进生物刺激素系列

产品的专利登记和扩作工作。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20,168,122.03 应收票据 1,369,055.71 

应收账款 418,799,066.3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09,244,565.79 应付票据 59,418,389.98 

应付账款 449,826,175.81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

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

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①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年1月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9,454,746.18 -149,454,746.18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9,389,962.85 139,389,962.8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64,783.33 10,064,783.33 

应收账款  418,799,066.32   -8,026,191.55   410,772,874.77  

其他应收款  65,106,217.26   -2,946,666.76   62,159,550.50  

递延所得税资产  85,599,750.61   1,059,884.94   86,659,635.55  

未分配利润  563,360,642.27   -8,732,003.81   554,628,638.46  

少数股东权益  245,154,022.34   -1,180,969.56   243,973,052.78  

盈余公积  153,131,652.80   -     153,131,652.8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比例(%) 股权处置时点 

连云港华通公司 吸收合并注销 96.85% 2019.04 

江苏辉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100% 2019.05 

广西辉丰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注销 100% 2019.04 

徐州嘉茂置业有限公司 转让 98%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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