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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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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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9,172,354.49 10,509,535,842.79 1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05,678,539.68 4,766,585,205.85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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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130,967.31 33.39% 3,662,088,185.66 1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0,322,005.45 1,026.28% 521,059,186.45 1,24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5,623,069.39 655.98% 496,890,226.33 30,81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895,093,661.89 124.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33 1,026.28% 0.8972 1,24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33 1,026.28% 0.8972 1,24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7% 3.74% 10.36% 9.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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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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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8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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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8,689.45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7,798,5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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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8,506.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95,662.7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37,387.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813.83  

合计 24,168,96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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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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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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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566,024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84% 68,735,036 0 不详 不详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15% 12,467,958 0 不详 不详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智选 20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92% 1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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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军 境内自然人 0.95% 5,543,344 0 不详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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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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1% 3,554,496 0 不详 不详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英之

淡水泉 
其他 0.50% 2,89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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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35,036 人民币普通股 68,735,036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467,958 人民币普通股 12,467,958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智选 20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1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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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军 5,543,344 人民币普通股 5,54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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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54,496 人民币普通股 3,554,496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英之淡水泉 2,89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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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84,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股票 16,351,036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68,73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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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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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5,415,532.97 1,688,102,851.35 627,312,681.62 37.16% 

2 应收票据 70,234,352.44 13,797,583.04 56,436,769.40 409.03% 

3 在建工程 680,450,402.28 1,042,102,231.39 -361,651,829.11 -34.70% 

4 工程物资 27,660,395.81 16,567,384.24 11,093,011.57 66.96% 

5 长期待摊费用 43,190,937.02 17,366,875.53 25,824,061.49 148.70% 

6 应付职工薪酬 2,112,310.39 4,053,900.88 -1,941,590.49 -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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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其他应付款 282,832,559.87 112,333,203.46 170,499,356.41 151.78% 

9 长期借款 380,000,000.00 125,000,000.00 255,000,000.00 204.00% 

10 长期应付款 57,279,285.69 102,293,527.36 -45,014,241.67 -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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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税金及附加 25,988,633.51 2,308,738.43 23,679,895.08 1025.66% 

12 财务费用 146,491,644.17 70,324,038.34 76,167,605.83 108.31% 

13 资产减值损失 -4,428,772.56 10,930,322.47 -15,359,095.03 -140.52% 

1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3,896.60 -72,628.92 116,525.52 160.44% 

15 投资收益 8,541,237.50 2,805,329.24 5,735,908.26 204.46% 

16 其他收益 26,135,836.85 0.00 26,135,836.85 -- 

17 营业外收入 19,864,173.84 50,083,644.74 -30,219,470.90 -60.34% 

18 利润总额 617,934,185.06 57,932,360.04 560,001,825.02 966.65% 

19 所得税费用 88,683,100.30 18,639,023.07 70,044,077.23 375.79% 

20 净利润 529,251,084.76 39,293,336.97 489,957,747.79 1246.92% 

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5,093,661.89 398,901,730.29 496,191,931.60 124.39% 

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970,758.42 11,333,785.56 -232,304,543.98 -2049.66% 

2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75,223,201.85 145,613,995.56 229,609,206.29 157.68% 

变动原因： 

1、货币资金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银行承兑保证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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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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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建工程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工程项目完工转固所致。 

4、工程物资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为项目采购的设备及材料增加所致。 

5、长期待摊费用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装修费及绿化费增加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上期待付薪酬所致。 

7、应交税费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相关税费增加所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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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长期借款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向金融机构新增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0、长期应付款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偿还部分融资租赁本息所致。 

11、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变更，该科目核算的税金种类同比增加所致。 

12、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息支出增加及汇率变动导致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13、资产减值损失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产品价格上升存货跌价转回及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1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所持的交通银行股票市值增加所致。 

15、投资收益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16、其他收益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更所致，即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已存在的和本年度新增的的政府补助中与

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重分至“其他收益”项目。 

17、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更所致。即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已存在的和本年度新增的的政府补助中

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重分至“其他收益”项目。 

18、利润总额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产品价格及毛利上升所致。 

19、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20、净利润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产品价格及毛利上升所致。 

2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回款同比增加所致。 

2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上报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筹资资金而本报告期无所致。 

2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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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山东科信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70%股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7280 万元（税前）收购山东科信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科信”）70%股权。2017

年 3 月 3 日，山东科信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并取得了临邑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山东科信完成工商

变更后，公司持有其 70%股权，山东科信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2017 年 3 月 31 日已达到购买日的确定条件，根据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对《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

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收购山东科信 70%股权事项 2016 年 12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山东科信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2017 年 03 月 09 日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017 年 0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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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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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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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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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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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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外

股票 

6013

28 

交通

银行 
4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460,515.

24 
43,896.60 0.00 0.00 0.00 

43,896.

60 

504,411

.84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合计 40,000.00 -- 
460,515.

24 
43,896.60 0.00 0.00 0.00 

43,896.

60 

504,411

.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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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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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5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5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6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7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8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8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8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9 月 0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9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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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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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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已开展的工作：公司在重庆万州的全资子公司重庆华歌成立于 2008 年，系当时南京市对口支援移民最大的项目，目前经

营发展良好，是重庆市重点工业企业，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对万州总投资 16 亿余元，解决和带动当地就业人员近千

人。本报告期，重庆华歌实现营业收入 4.73 亿元、上交税收 270.04 万元；公司在重庆云阳拟分期分批投资 2.7亿元建设和

发展云阳三阳化工，目前云阳三阳化工正在前期规划和筹备阶段，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同时，公司积极开展助贫、

助孤、助困、助学、助教等社会公益事业。 

2、下一步的构想：重庆华歌作为公司的重要生产基地，将进一步承担公司产业发展和产业链拓展，是公司未来重要增长极，

下一步重庆华歌将重点打造毒死蜱产业链和吡啶氯化产业链，力争实现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上交税收再上新台阶，力争年

均新增和带动解决当地就业人员 100 人以上，成为万州工业前三和重庆市“对口支援、产业扶贫”优秀企业，助力万州 2018

年实现脱贫摘帽目标；云阳三阳化工有限公司是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产业扶贫战略，并着眼公司产业发展实际而投资。下一步

云阳三阳化工有限公司将加快与当地政府和相关方合作，积极利用当地资源和产业优势，充分发挥公司集成优势，为当地脱

贫攻坚和人员就业助力；2017 年公司将在努力做大做强产业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尽己所能为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贡献

力量，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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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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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