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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5              证券简称：红 太 阳              公告编号：2019－017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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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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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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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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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绿色生命科学产业的以生化农业（生化环保农药、生化动物营养及中间体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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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产品范围涵盖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动物营养、日化护理及中间体等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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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乃至全球生化农业领域的领军企业。实现了从零到连续三年提名并荣

获世界农药行业“奥斯卡”金奖——“最佳供应商”，斩获“新兴地区最佳企业奖”，跃居世界农药行业规模前十五强、制造

前八强。 

报告期内，公司受益于国家环保从严公平政策红利常态化推进和公司新投产的生化敌草快、生化 VB3、生化吡啶碱等

产业链效能的逐步释放，公司百草枯、敌草快、毒死蜱等主要产品的产销、量价等在上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保持稳健运营，

有利的推动了本报告期公司经营成果的高质量成长和主要经营指标的实现。同时，公司得益于完善的国内外市场、渠道布局

优势及全球化战略积极推进，无论是在产业链、供应链环节还是在终端市场销售环节，公司业务在全球分散度相对较高，这

不仅大大提升了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而且为公司变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赢得逆势发展先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公司（含核心子公司）成功蝉联中国石油和化学民营企业百强，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全国质量标杆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和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等荣誉。 

公司核心竞争力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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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生化农业（生化环保农药、生化动物营养及中间体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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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百草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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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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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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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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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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908,271,416.

09 

4,974,184,665.

20 

5,071,834,340.

50 
16.49% 

3,537,512,437.

03 

3,580,707,021.

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36,676,441.30 697,555,721.28 713,841,677.30 -10.81% 126,413,057.09 127,266,91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7,422,714.21 593,512,886.26 593,512,886.26 -16.19% 36,991,452.48 36,991,452.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77,641,081.18 514,335,777.16 532,424,914.23 -29.07% 266,184,114.22 268,758,188.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96 1.201 1.229 -10.82% 0.222 0.2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96 1.201 1.229 -10.82% 0.222 0.2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5% 13.64% 17.63% -3.98% 2.70% 4.3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3,369,402,753

.51 

12,202,173,941

.78 

12,429,672,448

.63 
7.56% 

10,509,535,842

.79 

10,670,471,803

.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637,629,042.

11 

5,402,855,814.

15 

4,344,692,853.

16 
6.74% 

4,766,585,205.

85 

3,691,267,62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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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073,898.19 1,308,213,555.87 1,407,605,388.82 1,789,378,57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231,872.60 175,574,544.34 159,068,673.94 95,801,35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6,804,105.81 150,131,902.96 148,631,202.71 -8,144,497.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017,690.41 156,762,130.32 140,867,241.43 -66,005,9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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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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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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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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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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寿海 境内自然人 1.40% 8,136,454 6,10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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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0.61% 3,554,4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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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杨寿海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南京第

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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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寿海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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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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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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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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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绿色生命科学产业的以生化农业（生化环保农药、生化动物营养及中间体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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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产品范围涵盖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动物营养、日化护理及中间体等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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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乃至全球生化农业领域的领军企业。实现了从零到连续三年提名并荣

获世界农药行业“奥斯卡”金奖——“最佳供应商”，斩获“新兴地区最佳企业奖”，跃居世界农药行业规模前十五强、制造

前八强。 

报告期内，公司受益于国家环保从严公平政策红利常态化推进和公司新投产的生化敌草快、生化 VB3、生化吡啶碱等

产业链效能的逐步释放，公司百草枯、敌草快、毒死蜱等主要产品的产销、量价等在上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保持稳健运营，

有利的推动了本报告期公司经营成果的高质量成长和主要经营指标的实现。同时，公司得益于完善的国内外市场、渠道布局

优势及全球化战略积极推进，无论是在产业链、供应链环节还是在终端市场销售环节，公司业务在全球分散度相对较高，这

不仅大大提升了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而且为公司变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赢得逆势发展先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公司成功蝉联中国石油和化学民营企业百强，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全国质量标杆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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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示范项目等荣誉。 

（1）把握新形势，展现新作为。 

报告期内，面对国际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升温，尤其是各级政府环保利剑频频出鞘，环保高压态势力度只

增不减，安全、环保从严从紧从快处理成为常态化运行机制等挑战，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经营层和全体员工通过聚焦主

业、练好内功、创新为本、放眼全球，变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实现了公司经营成果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今年

逆势保持稳健成长，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大门”。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08,271,416.09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49%。

其中，生化农业（生化环保农药、生化动物营养及中间体等，统称“农药类”）销售收入 5,883,277,297.82 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20.14%；其他销售收入 24,994,118.27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5.71%。实现营业利润 790,462,425.78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46%。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36,676,441.30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0.81%。 

（2）优化新班子，注入新活力。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和高管团队聘任工作，并根据公司战略和发展需要对董事会和经营

层部分主要成员进行了优化。经过本轮换届和优化，伴随公司自主培养的新一代高学历、高技能、高境界和敢闯、敢拼、敢

担当的技术、管理人才晋级加入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和新的高管团队，不仅进一步树立和强化了公司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发展理念，而且为公司经营发展注入了年轻的新活力、新血液，为公司行稳致远和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推出新产能，释放新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在实现由传统化学农药向生化农业（生化环保农药、生化动物营养及中间体等）转型的基础上，继续精

耕优势产业链、丰富核心产品线。公司年产 1 万吨生化敌草快产业链、年产 1 万吨生化 VB3 产业链和年产 2.5 万吨生化吡

啶碱产业链等顺利投产。其中，生化敌草快产业链成本优势明显，生化 VB3 产业链市场格局和话语权大大提升，生化吡啶

碱产业链在全球形成绝对领先优势。 

（4）启动新基地，开启新潜力。 

报告期内，公司在现有高淳桠溪、南京化工园、安徽当涂、重庆万州、山东临邑五大生产基地的基础上，第六大生产基

地——安徽东至生产基地的总体规划、基础设施、公用工程、道路管网、项目（菊酯类、杀菌剂类等）许可、人才配备等各

项工作积极推进；同时，第七大生产基地——重庆长寿生产基地在 2018 年末顺利签署项目投资框架协议，拟新建草胺磷及

其配套工程项目等。 

（5）立足新战略，瞄准新方向。 

报告期内，一方面，围绕“立足主业、垂直整合、做强实业”的战略发展目标，完成了对重庆中邦 100%股权的收购，

成功将未来第五代绿色环保农药杀虫剂的重要支柱中间体 2,3-二氯吡啶等优质资产和资源整合进入公司，强化了与公司现有

优势产业链的协同效应，不仅有着现实的经济效益，而且对改写公司乃至国际绿色环保农药杀虫剂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

意义；另一方面，以成功收购阿根廷 Ruralco 公司为起点，在国际实施的“全球化战略”成功落地；第三方面，公司在国内

农药行业进一步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战略”，完成了对山东科信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82.19%股权的收购整合、助推了

国内除草剂行业健康发展，并创建“创新升级、做大做强”新模式。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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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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类 5,883,277,297.82 1,696,802,281.51 28.84% 20.14% 8.60%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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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 

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

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

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

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

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

“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 事 会

批准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

额 1,928,942,971.70 元，上期金额 1,326,857,104.25 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

额 3,477,838,309.31 元，上期金额 1,923,227,275.25 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 5,166,263.07 元，上期金额 2,661,410.57 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5,889,390.77 元，上期金额 6,387,345.21 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 0 元，上期金额 0 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 39,340,365.71 元，上期金额 16,722,331.39 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 0 元，上期金额 0 元。 

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

“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

董事会

批准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108,596,541.01 元，上期金额 96,382,104.31 元，

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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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

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

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

应调整。 

董事会

批准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额 0 元，上期金额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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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 2018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重庆中邦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118,607.68 

万元的交易价格收购江苏红太阳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太阳医药集团”）持有的重庆中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中邦”）100%股权，报告期内已办理完成了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本期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 

2、2018 年 1 月 29 日，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收购阿根廷 Ruralco 公司 6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拟收购阿根廷 Ruralco Soluciones S.A.（简称“Ruralco 公司”）60%

股权，报告期内交割已完成，公司已持有 Ruralco 公司 60%股权。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公司子公司广西红太阳农资连锁公司注销，不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公司子公司山东科信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了子公司山东东方农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山东东方农药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底递交工商注销申请，不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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