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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5              证券简称：红 太 阳              公告编号：2018－007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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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全部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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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7 年末总股本 580,772,87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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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太阳 股票代码 0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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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志军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竹山南路 589 号  

传真 025-87132166  

电话 025-87132155、025-87132156  

电子信箱 redsuni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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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利用“生物技术+大数据”实施创新、转型和升级，在中国同行业中率先实现由传统化学农药转型

为以生物工程农业（生化环保农药、生化动物营养）为主业，以国际贸易、农资连锁、农村云商等现代服务业为支撑，集科

研、制造、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全产业链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历史变革。 

本报告期，公司致力于精耕优势产业链、丰富核心产品线，产品范围涵盖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动物营养和三药中

间体等系列，形成了“基础原材料+中间体+原药+制剂+销售渠道”的核心竞争优势。尤其是成功构建了拥有自主创新的生

化吡啶碱、生化 VB3、生化吡虫啉系列、生化敌草快、生化草铵膦与 L-草铵膦、生化毒死蜱和百草枯胶剂等具有国际领先

的“节能减排、减量增效、升级换代”和“循环经济”产品链等生态圈集中发力，不仅为报告期产生了巨大的“质效”变革，

而且将为公司“绿色发展、快速壮大”的内生动力变革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公司核心竞争力主要处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转型优势：公司成功利用“生物技术+大数据”实施创新、转型和升级，在中国同行业中率先实现由传统化学农药转型

为生物工程农业（生化环保农药、生化动物营养）的历史变革。 

产业链优势：公司成功构建了具有国际领先的生化吡啶碱、生化 VB3、生化吡虫啉系列、生化敌草快、生化草铵膦与

L-草铵膦、生化毒死蜱和百草枯胶剂等产业链生态圈。 

模式优势：公司成功构建了适应互联网经济特点的“平台+技术+品牌”新模式，正用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思维，加快

实施“整合资源、买卖世界”的全球化战略步伐。 

技术优势：公司构筑形成了以国家级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重点工程实验室、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智能制造示范平台、绿色制造平台、重点标准质量化体系等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体系。依托国家级技术平台、世界级市场品牌

及拥有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技术和长期践行的“环保治理是道德治理”、“绿色发展、环保先行”理念，

将为公司“高质高量”成长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品牌优势：公司在成功荣膺全球农药行业奥斯卡金奖——“最佳供应商奖”基础上，又斩获“新兴地区最佳企业奖”，

跃居“世界规模前十五强”、“制造八强”，“中国第一”，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 

团队优势：公司自主培养了能与红太阳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才团队 3000 余人。目前从生产到技术、从科研到管理、从

营销到财务各主要战线和业务单元，形成了“60 后”主控、“70 后”主战、“80 后”主攻的人才梯队优势。 

文化优势：公司自主创造了“内圣外王、内方外圆”的核心文化，以及“为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繁荣，为民族创

造尊严”的企业文化，这是公司最大的无形资产，是公司健康发展、基业长青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公司确立了“成就能人、

情系好人、恩报贵人”的新理念。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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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4,974,184,665.20 3,537,512,437.03 40.61% 4,556,568,02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7,555,721.28 126,413,057.09 451.81% 181,947,8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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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3,512,886.26 36,991,452.48 1,504.46% 90,105,610.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4,335,777.16 266,184,114.22 93.23% 245,746,855.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01 0.222 440.99% 0.3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01 0.222 440.99% 0.3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4% 2.70% 10.94% 4.68%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12,202,173,941.78 10,509,535,842.79 16.11% 8,226,179,53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02,855,814.15 4,766,585,205.85 13.35% 3,903,331,325.2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23,882,346.52 1,219,074,871.83 1,219,130,967.31 1,312,096,47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021,308.40 192,715,872.60 170,322,005.45 176,496,53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597,065.02 178,670,091.92 165,623,069.39 96,622,659.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936,335.20 308,070,115.36 459,087,211.33 -380,757,884.7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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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4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9,00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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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58,075,0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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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

信托·智选 22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4% 10,66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58% 9,161,000 0   

胡军 境内自然人 0.96% 5,589,244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1% 4,096,2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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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核心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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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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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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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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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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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34,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941,036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58,075,036 股；胡军通过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483,344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5,9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5,589,24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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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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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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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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标志着中国经济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2017 年，从中央到地方环保“严监管”、安全“重问责”，国家“决心

之大、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措施之实、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公司在董事会的决策、引领下，在经营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

努力下，紧盯目标任务不放松，千方百计抓生产、促销售，全力以赴提升经济效益，快马加鞭推进新产品、新项目、新工艺、

新技术突破，坚定不移实施创新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业绩方面：聚焦主业创新创意经营，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增长。 

2017 年，公司努力克服原材料货紧价扬、银根紧缩、利率攀升、汇率波动、债市不稳等不利因素，聚集主业创新创意

经营，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增长，尤其是利润指标由“温和增长”进入“爆发增长”，创历史最好、最高水平。本报告期，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4,974,184,665.20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0.61%。其中，农药销售收入 4,798,675,889.91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7.26%；其他销售收入 175,508,775.29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22.46%。实现营业利润 844,182,085.56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50.3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97,555,721.28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51.81%。 

（二）生产方面：高度重视环保、安全工作，强化各生产中心协调，努力保障稳产，持续追求高产。 

2017 年，国家环保新政、新规频出，从中央到地方环保巡视常态化、环保督查高压化、环保风暴广普化。同时，随着

《农药管理条例》的出台和国家对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农药零增长方案”、“环保税”、“排

污许可证制度”等措施相继推出，整个农化行业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面对挑战，公司长期践行的“环保治理是道德治理”

和“绿色发展、环保先行”理念优势突显，在公司董事会的战略指引下，全体员工提振精气神、激发正能量，通过强化协调、

合理调度、团队决策，努力将压力转化为积极进取的动力，将挑战转化为时不我待的机遇，在持续稳产的基础上产量不断创

新高。 

（三）销售方面：合理使用“量价”杠杆，市场经营成果突出、主要产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2017 年，根据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公司践行农药行业践行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执行“三去一补”产业优化战略的

成果成功落地。在完成对山东科信股权收购的基础上，通过提升自身实力、强化行业交流、合理使用“量价”杠杆等市场策

略，不仅使百草枯行业整合的成果得以在高位持续巩固，而且推动了公司吡啶、3-甲基吡啶、3-氰基吡啶、VB3、敌草快、

毒死蜱、吡虫啉等系列产品呈现全面开花、量价齐升的可喜局面。 

同时，公司在荣膺全球农药行业奥斯卡金奖——“最佳供应商奖”基础上，又斩获“新兴地区最佳企业奖”，跃居“世

界规模前十五强”、“制造八强”，“中国第一”，并作为国际农药企业代表，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鹿特丹公约》缔约

方大会，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 

（四）技术方面：精耕优势产业链、丰富核心产品线，技术创新和产品优化成果集中发力。 

历经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公司通过利用“生物技术+大数据”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系列措施实施的创新、转型和升

级，不仅成功创造了以“生物技术+大数据”为核心的具有国际领先的“十大”产品链生态圈，而且在中国同行业中率先实

现由传统化学农药转型为生物工程农业（生化环保农药、生化动物营养）产业生态圈的历史变革。尤其是成功构建的拥有自

主创新的生化吡啶碱、生化 VB3、生化吡虫啉系列、生化敌草快、生化草铵膦与 L-草铵膦、生化毒死蜱和百草枯胶剂等具

有国际领先的“节能减排、减量增效、升级换代”和“循环经济”产品链等生态圈开始逐步集中发力。不仅为本报告期产生

了巨大的“质效”变革，而且将为公司“绿色发展、快速壮大”的内生动力变革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五）管理方面：全面深化管理创新、统分结合、放管并举、内外兼修，干事创业活力明显增强，公司价值和市场认

可度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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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按照“五统四分、统分结合”管理创新模式，“SAP 系统”成功上线、边试边推，“大数据”应用、“智

能工厂”建设由点到面、亮点满满，公司采购、生产、销售流程更加智能、简洁、精准。改写了过去“要我干”为现在“我

要干”的格局，基本形成以公司总部为主控、各分子公司为主营、每个产品为主战、车间科室自立、人人自强的“统分结合”

管理新体系和“人人有目标、事事有考核、人人头上有责任、个个肩上有担子”的长效管理新机制。 

同时，公司坚持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工作宗旨。一方面，“主动请进来”，为广大投资者理解公司战略、发现企业价

值搭建桥梁、开启窗户；另一方面，“积极走出去”推动资本市场深入认知公司“昨天”的经历、“今天”的实力和“明天”

的潜力，鉴此，公司在资本市场关注度持续攀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农药销售 4,798,675,889.91 1,539,118,667.42 32.07% 37.26% 13.34% 13.3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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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

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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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706,406,196.61元；列示

终止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0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

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整。 

调增本期其他收益115,699,508.13元 

调减本期营业外收入115,699,508.13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

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上期营业外收入810,005.70元 

调增上期资产处置收益810,005.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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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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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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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签 署 人：      杨寿海       董事长 

签署时间： 二零一八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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