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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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仲汉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进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普国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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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4,260,880.83 8,119,939,206.00 -2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465,415,494.83 3,778,988,194.49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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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023,531.53 -33.26% 2,338,061,860.89 -1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41,919,078.47 -462.23% -243,794,787.41 -17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08,411,057.26 -425.38% -198,786,019.51 -173.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45,761,727.18 120.20% 908,569,436.10 332.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483.33% -0.16 -17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450.00% -0.14 -17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1% -11.99% -6.73% -15.8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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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49,0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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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8,973.1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335,180.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5,495,292.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51,197.36  

合计 -45,008,767.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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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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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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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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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631,953 479,630,120 质押 447,240,000 

仲玉容 境内自然人 4.82% 72,604,100 54,45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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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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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捷 境内自然人 0.53% 8,025,057    

刘海涛 境内自然人 0.40% 6,004,540    

刘海波 境内自然人 0.35% 5,229,811    

母灿先 境内自然人 0.35% 5,201,955    

陈红娟 境内自然人 0.28% 4,27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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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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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汉根 157,001,833 人民币普通股 157,001,833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30,595,32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5,320 

仲玉容 18,151,025 人民币普通股 18,151,025 

唐中义 12,606,576 人民币普通股 12,606,576 

张捷 8,025,057 人民币普通股 8,025,057 

刘海涛 6,004,540 人民币普通股 6,00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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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波 5,229,811 人民币普通股 5,229,811 

母灿先 5,201,955 人民币普通股 5,201,955 

陈红娟 4,278,131 人民币普通股 4,278,131 

季自汉 3,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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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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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期末数              

/本期数  

 期初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09,908,165.97    869,189,201.75    -359,281,035.78  -41.34% 
主要系母公司定存及承兑保证金

减少以及处置子公司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58,650,104.95  1,035,433,167.88    -576,783,062.93  -55.70% 
主要系停产影响公司收入减少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47,989,893.17    109,183,609.80     -61,193,716.63  -56.05% 
主要系本期公司增值税退税导致

留抵减少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48,659,751.02      1,717,883.48       46,941,867.54  2732.54% 
主要系本期上海焦点公司租出房

屋建筑物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42,033,724.96    555,897,954.17    -213,864,229.21  -38.47% 
主要系本期公司在建工程完工结

转固定资产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280,695.37     23,328,428.64      23,952,266.73  102.67% 
主要系本期公司亏损增加以及计

提资产减值所致 

短期借款  697,577,430.03  1,248,331,740.48    -550,754,310.45  -44.12% 
主要系本期公司偿还银行到期贷

款未及时借出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96,564,589.09  1,173,130,799.70    -676,566,210.61  -57.67% 
主要系停产影响公司采购业务减

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6,727,994.51     53,508,628.25     -26,780,633.74  -50.05%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薪酬以及本

期薪金支出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28,275,636.38     50,939,939.28     -22,664,302.90  -44.49% 
主要系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较少

所致 

其他应付款  198,689,691.83    130,005,165.10      68,684,526.73  52.83% 主要系嘉隆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49,000,000.00     76,000,000.00     -27,000,000.00  -35.53% 主要系本期公司偿还贷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   10,000,000.00     23,000,000.00     -13,000,000.00  -56.52% 
主要系华通公司融资租赁款到期

所致 

预计负债  164,376,749.88      7,180,000.00     157,196,749.88  2189.37% 
主要系母公司及科菲特公司本期

预计环境修复费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060,119.11       -658,181.86       1,718,300.97  -261.07% 
主要系本期因汇率变动造成外币

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专项储备    4,608,758.22      2,063,509.76       2,545,248.46  123.35% 主要系安全生产费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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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18,069,733.03     11,284,242.75       6,785,490.28  60.13% 主要系本期增加环保税税目所致 

管理费用 585,576,000.82 155,581,994.85 429,994,005.97 276.38% 
主要系本期停产及环境整治费用

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74,737,716.11     50,311,950.60      24,425,765.51  48.55% 
主要系本期公司利息支出、汇兑损

失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87,465,407.05      5,979,164.36     181,486,242.69  3035.31% 

主要系母公司、华通公司、科菲特

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减值

所致 

投资收益    5,593,632.07     75,111,764.52     -69,518,132.45  -92.55% 
主要系上期处置北京农一公司产

生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504,880.83          9,015.47      -5,513,896.30  -61160.39% 主要系嘉隆公司出售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6,260,541.96        584,063.42       5,676,478.54  971.89% 
主要系嘉隆公司增加无法支付款

项所致 

营业外支出   61,606,572.78      3,559,744.88      58,046,827.9  1630.65% 
主要系本期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罚

款增加以及慈善捐赠所致 

所得税      451,252.16     60,430,059.25     -59,978,807.09  -99.25% 
主要系本期公司利润减少应纳税

额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08,569,436.10    210,308,284.23     698,261,151.87  332.02% 

主要系公司货款收回增加及停产

影响支付货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3,788,862.18   -377,976,881.21     284,188,019.03  -75.19% 

主要系公司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

入减少及投资支付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35,152,033.37    310,250,346.30  -1,245,402,379.67  -401.42%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到期偿还、新

增借款减少及购买子公司少数股

东股权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2,284,207.99    140,174,808.47    -262,459,016.46  -187.24%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到期偿还、新

增借款减少及购买子公司少数股

东股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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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控股子公司连云港市华通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化学”）于2018年9月18日收到灌南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处

罚决定书》（灌环关[2018]3 号），责令企业关闭。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评估和分析，为真实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法规的要求，决定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华通化学对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建工

程，公司对华通化学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截止2018年9月30日，华通化学固定资产账面价值366,021,924.00元，

在建工程账面价值21,089,088.90元，华通化学对生产性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94,460,200.00元；华通公司账面净

资产为-685,653.66元，公司对华通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100,396,188.22元，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100,396,188.22元。 

2、公司于2018年9月收到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苏环罚【2018】9 号）【具体内容见2018年9月18

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关于关于收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12】。决定书要求公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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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新上高浓 COD 废水制水煤浆焚烧副产蒸汽项目（年处置 30000 吨高浓 C0D 废水）（以下简称“水煤浆项目”）使

用的水煤浆锅炉，根据决定书的要求公司制定了拆除方案并开始拆除。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评估和分析，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法规的要求，决定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对水煤浆项目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截止2018年9月30日，公司水煤浆项目在建工程账面价值91,583,163.54元，公司计提减值准备69,020,075.71

元。 

3、公司停产情况说明 

2018年4月28日，公司之子公司连云港华通公司、嘉隆化工公司和致诚化工公司收到灌南县人民政府《告知书》，具体内容

如下： 根据省市政府关于灌河口突出环境问题整治精神要求，要求园区各企业进行集中整治， 根据《告知书》要求，连云

港华通公司、嘉隆化工公司和致诚化工公司进入停产并开展自查，及时进行整改。 

2018年5月9日，公司之子公司江苏科菲特公司收到大丰区环保局《处罚决定书》，责令公司环保设施未经环保验收不得恢复

生产，企业实施停产整改。 

2018年5月9日，公司收到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护局的《实施停产整治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公司除环保车间外，其他生产

车间实施停产整治，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生产车间复产必须验收合格，未经同意，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公司制剂车间（J10、I10、I51）整改情况于2018 年 8 月 31日予以公示并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在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

护局及大丰港石化新材料产业园进行复产备案。【具体内容见2018年9月1日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制剂车间（J10、I10、I51）

复产公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06）和2018年9月26日巨潮资讯网《关于制剂车间（J10、I10、I51）复产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18-116）】。除上述车间外，其他车间具体复产时间尚未确定，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争取尽快恢复生

产。 

4、损害赔偿及环境修复情况 

公司目前正在就损害赔偿及环境修复情况与相关部门及专业环境修复机构进行沟通洽谈中，综合各方面意见制定了修复工作

进度和损害赔偿及环境修复费用的预算，并在2018年三季度报进行了预提，母公司损害赔偿及环境修复费用预计

71,922,764.06元，科菲特公司环境修复预计93,654,850.76元。后期根据实际执行情况及时调整预算。 

5、其他 

仲汉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3,663.19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23%。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仲汉根先生累计向相关

银行、证券公司质押公司股份42,31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07%。 

2018年8月25日，公司收到收到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关于下调公司信用等级并列入信用评级观察

名单的公告》因子公司江苏科菲特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中国证证会调查通知书事项的影响，鹏元决定将公司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评级展望维持为负面，将“辉丰转债”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继续将辉丰股份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和“辉丰转债”信用等级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

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2018 年 04 月 24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46

97717?announceTime=2018-04-24 

公司因“单位涉嫌环境污染罪”被公安机

会进行立案侦查 

2018 年 06 月 06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50

37965?announceTime=2018-06-06 

2018 年 09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54

30316?announceTime=2018-09-12 

因公司的子公司江苏科菲特生化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

国证监会决定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2018 年 08 月 17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52

98098?announceTime=2018-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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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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8 年度净利润（万元） -48,000 至 -38,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0,808.1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停产期间固定支出、环保整改等费用影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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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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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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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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