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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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群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长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娄秀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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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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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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972,104.74 1,112,967,223.13 1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06,216,533.83 748,283,069.67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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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681,732.88 55.61% 825,764,594.72 1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6,390,193.77 67.61% 140,104,054.43 2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507,947.24 50.72% 128,321,153.66 16.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8,561,892.20 -1,273.68% 174,176,303.11 87.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0 66.67% 1.17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0 66.67% 1.17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0% -2.78% 16.94% -18.4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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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005.30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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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6,351.01 主要系计入当期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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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971,722.61 
主要是远期结售汇业务到期交

割，由于汇率波动形成损失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3,609.42 捐赠等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194,253.61 主要系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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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股公司仙居农商行分红款。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89,366.52  

合计 11,782,900.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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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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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辉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50% 65,400,000 65,400,000   

徐群辉 境内自然人 5.06% 6,075,000 6,075,000   

杭州仙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4,500,000 4,500,000   

泮玉燕 境内自然人 3.50% 4,200,000 4,200,000   

胡红（注 1） 境内自然人 3.00% 3,600,000 3,600,000   

吴建庆 境内自然人 1.69% 2,025,000 2,025,000   

徐月星 境内自然人 1.25% 1,500,000 1,500,000   

徐振元 境内自然人 0.75% 900,000 900,000   

张坚荣 境内自然人 0.38% 450,000 450,000   

戴金贵 境内自然人 0.38% 450,000 450,000   

王湛钦 境内自然人 0.38% 450,000 450,000   

蔡昕霓 境内自然人 0.38% 450,000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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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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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丽丽 15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700 

韩小红 14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700 

杨白成 11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300 

李静 112,773 人民币普通股 112,773 

赵建女 99,100 人民币普通股 99,100 

俞安成 93,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000 

杨红焰 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 

邵良国 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 

屈路 84,600 人民币普通股 84,600 

郭峰强 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徐群辉、徐月星、泮玉燕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中徐月星和泮玉燕系夫妻关系，徐月星、

泮玉燕系徐群辉的父母，徐群辉和吴建庆系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杨白成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0,80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3,500.00 

股；2、俞安成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93,000.00 股。 

注 1：2019 年 5 月公司原股东应小锋因病逝世，其继承人胡红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办理完毕股票非交易过户事宜，公司股东

由应小锋变更为胡红，变更股份数量为 36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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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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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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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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差异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37,205,452.51 385,246,222.75 -248,040,770.24 -64.38%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票据 2,531,614.89 24,429,400.00 -21,897,785.11 -89.64%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票据减少

所致 

预付账款 16,112,894.27 5,046,546.08 11,066,348.19 219.29% 
主要系预付主要原材料采购

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087,119.32 6,375,131.45 4,711,987.87 73.91%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应收利

息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71,289,943.53 82,597,398.32 288,692,545.21 349.52% 

主要系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及待抵扣增值税增加

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1,833,626.31 -11,833,626.31 -100.00% 主要系金融资产重分类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75,162,343.64                            75,162,343.64 100.00% 主要系金融资产重分类所致 

在建工程 116,201,976.62 71,803,055.56 44,398,921.06 61.83% 

主要系募投吡唑醚菌酯项

目、水基化制剂项目、营销

培训中心等投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548,807.85 6,866,424.94 4,682,382.91 68.19% 
主要系子公司待弥补亏损所

得税影响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64,553.89 60,920,282.00 -57,755,728.11 -94.81% 
主要系上年购置办公楼预付

本年度转固所致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70,000,000.00 -50,000,000.00 -71.43% 系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1,456,748.53   1,456,748.53 100.00% 
远期结售汇受汇率变动影响

所致 

应付票据 175,800,000.00 107,185,000.00 68,615,000.00 64.02% 
主要系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1,930,188.22 20,303,690.00 -18,373,501.78 -90.49% 
主要是预收销售货款减少所

致 

应交税费 17,062,864.13 8,263,578.33 8,799,285.80 106.48% 
主要系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

等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4,049,969.13 8,009,298.50 -3,959,329.37 -49.43% 
主要系本年度支付发行费用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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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229,090.90 458,181.81 -229,090.91 -50.00% 系归还国债本金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9,499,307.60   9,499,307.60 100.00% 
系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带来未来所得税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53,829,409.73   53,829,409.73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准则其他

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所致 

利润表项目差异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增减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988,006.70 -5,803,960.61 4,815,953.91 -82.98% 
主要系本年度汇率波动形成

的汇兑收益的减少 

其他收益 6,346,351.01 2,884,065.64 3,462,285.37 120.05%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8,679,279.53 -2,725,350.95 11,404,630.48 -418.46% 
主要系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658,911.16 410,254.39 -1,069,165.55 -260.61% 
上年度系转回实现销售部分

的存货趺价准备 

资产处置收益 -643,005.30 -1,720,233.30 1,077,228.00 -62.62% 
主要系上年焚烧炉技改处置

部分资产产生处置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32,319.59 2,526,960.10 -1,394,640.51 -55.19% 
主要系上年收到上市奖励

200 万所致 

营业外支出 285,929.01 1,739,883.06 -1,453,954.05 -83.57% 
主要系上年度安全事故产生

事故损失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差异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增减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4,176,303.11 92,731,810.61 81,444,492.50 87.83% 

主要系票据支付采购付款

比例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1,494,412.00 -33,037,576.73 -298,456,835.27 903.39% 

主要系本期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7,847,756.88 -58,554,898.62 -39,292,858.26 67.10%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增加

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254,752,270.24 1,029,837.94 -255,782,108.18 -24837.12% 

主要系本期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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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签约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金 额 

（ 万

元） 

资金来

源 
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收益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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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

民 币 按 期 开 放

（CNYAQKF） 

保证 收

益型 
7,200 

闲置募

集资金 
2018.12.29 2019.04.08 81.86 

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仙居小微企业专营

支行 

浙商银行人民币单

位结构性存款（封

闭型） 

保本 浮

动收 益

型 

6,000 
闲置募

集资金 
2019.01.04 2019.04.04 63.23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仙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

型法人 182 天稳利

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 浮

动收 益

型 

5,700 
闲置募

集资金 
2019.01.04 2019.07.04 90.95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仙居县支行 

“汇利丰”2019 年第

4057 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 

保本 浮

动收 益

型 

10,000 
闲置募

集资金 
2019.01.09 2019.07.12  211.73 

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仙居小微企业专营

支行 

浙商银行人民币单

位结构性存款（封

闭式） 

保本 浮

动收 益

型 

700 
闲置募

集资金 
2019.04.11 2019.07.11 7.26 

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仙居小微企业专营

支行 

浙商银行人民币单

位结构性存款（封

闭式） 

保本 浮

动收 益

型 

12,100 
闲置募

集资金 
2019.04.11 2019.10.11 未到期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仙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

型法人 182 天稳利

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 浮

动收 益

型 

5,200 
闲置募

集资金 
2019.07.09 2020.01.07 未到期 

8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仙居小微企业专营

支行 

通知存款 
定期 存

款 
5,000 

闲置募

集资金 
2019.07.15 2019.10.15 未到期 

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仙居小微企业专营

支行 

通知存款 
定期 存

款 
5,500 

闲置募

集资金 
2019.07.15 2020.01.15 未到期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18 年 12 月 13 日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13）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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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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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权益工具 11,833,626.31 63,328,717.33     75,162,343.64 自有资金 

合计 11,833,626.31 63,328,717.33 0.00 0.00 0.00 0.00 75,162,343.64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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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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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闲置资金 7,554.31 7,554.31 0 

合计 7,554.31 7,554.31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群辉 

2019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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