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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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万连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计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唐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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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1,382,811.55 22,609,574,967.94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944,337,631.93 10,455,313,552.26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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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6,144,764.56 -55.15% 11,133,119,530.21 -4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6,127,807.17 -51.94% 485,362,076.22 -4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2,185,645.14 -62.66% 444,582,542.18 -5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2,082,577.07 -87.55% -459,816,938.69 -323.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50.00% 0.15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50.00% 0.15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0.65% 4.54%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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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8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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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56,773.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2,151.2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435,012.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707,219.19  

合计 40,779,53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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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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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金正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20% 1,189,449,513  质押 1,175,964,500 

万连步 境内自然人 18.04% 592,743,874 444,557,905 质押 559,100,000 

雅戈尔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7% 110,841,100    

中国农业产业发

展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2% 49,794,238 49,794,238   

北京东富汇通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东富

和通（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52% 49,794,238 49,794,238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新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8% 48,616,5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红

睿丰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0.83% 27,438,071    

汕头汇晟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25,57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其他 0.61%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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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东方红

京东大数据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4% 17,79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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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89,449,513 人民币普通股 1,189,449,513 

万连步 148,185,969 人民币普通股 592,743,874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110,84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841,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8,616,500 人民币普通股 48,616,5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27,438,071 人民币普通股 27,438,071 

汕头汇晟投资有限公司 25,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7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京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7,799,995 人民币普通股 17,799,99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睿华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16,645,858 人民币普通股 16,645,8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684,599 人民币普通股 15,684,5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连步为实际控制人，为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大股东，

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可能性。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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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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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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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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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应收票据  17,188,389.28   37,955,581.31  -54.71% 

应收账款  1,260,627,061.61   566,675,129.46  122.46% 

其他流动资产 732,600,050.24  1,036,041,077.32  -29.2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16,750,052.79   477,451,980.00  133.90% 

投资性房地产  314,317.26   210,109.10  49.60% 

预收款项  192,891,429.75   730,904,914.89  -73.61% 

应交税费  80,745,324.39   51,570,988.47  56.57% 

其他流动负债  219,268,024.52   161,883,708.71  35.45% 

长期应付款  35,928,573.01   22,619,904.40  58.84% 

（1）报告期末，应收票据金额较期初减少54.71%，系公司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2）报告期末，应收账款金额较期初增加122.46%，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德国金正大公司及金正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应

收客户款项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29.29%，系公司之子公司临沂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到期所

致； 

（4）报告期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金额较期初增加133.90%，系公司之子公司临沂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投资性房地产较期初增加49.60%，系公司之子公司德国金正大投资性房地产增加所致； 

（6）报告期末，预收账款较期初减少73.61%，系公司预收的货款减少所致； 

（7）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56.57%，主要系公司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8）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35.45%，系公司控股子公司COMPO GmbH应付客户销售折让及返利增加所致； 

（9）报告期末，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增加58.84%，系公司之子公司德国金正大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同期累计数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1,133,119,530.21 21,252,692,328.71 -47.62% 

营业成本 8,651,692,104.21 17,888,693,300.83 -51.64% 

税金及附加 35,871,001.34 59,578,124.53 -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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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 216,954,425.01 408,001,468.76 -46.83% 

财务费用 24,519,727.74 -4,722,358.65 619.23% 

其他收益 51,732,881.87 1,976,310.06 2517.65% 

所得税费用 111,417,770.88 218,790,192.62 -49.08% 

（1）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47.62%， 主要系公司复合肥及原料产品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2）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51.64%， 主要系公司复合肥及原料产品成本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3）报告期，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39.79%，主要系公司本期缴纳的印花税等税金减少所致； 

（4）报告期，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6.83%，系本期研发投入减少所致； 

（5）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19.23%，系公司本期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6）报告期，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517.65%，系公司本期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7）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9.08%，系公司本期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金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9,816,938.69 205,844,434.17 -665,661,372.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0,774,570.96 687,018,768.51 -1,797,793,339.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787,444.61 727,328,191.35 -619,540,746.74 

（1）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65,661,372.86元，主要系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较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减少幅度大所致； 

（2）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797,793,339.47元，系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减少和投资

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3）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19,540,746.74元，主要系公司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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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和2019年2月18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暂未实施股份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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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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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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金正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业绩承

诺及补

偿安排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金正大投资承诺 Kingenta 

Investco GmbH（以下简称"

德国金正大"）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合并报表中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957.44 万欧元、

1,110.65 万欧元和 1,508.19

万欧元。如果德国金正大未

达到上述承诺净利润，则临

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须按照协议约定进行补偿。 

2018

年 01

月 24

日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 10

个交易日后

90 日内 

正在履行,德国金正大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税后净利润为

852.67 万欧元，业绩承

诺实现数较承诺数的差

异为-104.77 万欧元，实

际完成率为 89.06%。根

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的约定，公司以总价人

民币 1 元的价格回购临

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应补

偿股份 4,594,987 股，并

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业绩承诺补偿回

购的注销手续。 

万连步 

业绩承

诺及补

偿安排 

如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不能正常履行其在《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的业绩

补偿承诺，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万连步届时将与临沂金

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担

连带补偿责任。 

2018

年 04

月 25

日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 10

个交易日后

90 日内 

正在履行 

北京京粮鑫牛润

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东

富和通（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谷丰农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现代种业发

展基金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产业发

股份限

售承诺 

本单位同意通过本次交易所

获得的金正大股份自发行完

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

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

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

方式转让该等股份。如该等

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

增加的股份亦遵照前述 12

个月的锁定期进行锁定。前

述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

2018

年 03

月 02

日 

2018 年 10

月 26 日起

12 个月内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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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金有限公司 或无偿划转不受前述 12 个

月锁定期的限制。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临沂金正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万

连步 

不进行

同业竞

争 

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

人万连步承诺，不会,并促使

其控股的企业不会在中国境

内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

接从事任何与公司及公司控

股企业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

或活动；以任何形式支持与

公司及公司控股企业的主营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以任何形

式介入（不论直接或间接）

任何与公司及公司控股企业

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009

年 07

月 18

日 

直至发生以

下情形之日

终止：1、公

司控股股东

临沂金正大

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和实

际控制人万

连步不再为

公司的控股

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

或 2、公司

股票不再在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当

日（以较早

者为准）。 

正在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万连步、张晓义、

高义武、李计国、

杨艳、陈宏坤、颜

明霄、郑树林、崔

彬、翟际栋、徐恒

军、张文静、曹怀

圣、唐勇 

股份增

持 

计划自 2018 年 9 月 11 日起

12 个月内，分别増持不低于

一定金额的公司股票 

2018

年 09

月 10

日 

2018 年 9 月

11 日起 12

个月内 

部分终止实施 

白瑛、胡兆平、朱

春红、杨官波、许

静、李华波、王仕

青、吴清伟、郇恒

星、杨宏海、宋国

发、李玉晓、张祥、

王智科、陈少敏、

丁贵强 

股份增

持 

计划自 2018 年 9 月 11 日起

12 个月内，分别増持不低于

一定金额的公司股票 

2018

年 09

月 10

日 

2018 年 9 月

11 日起 12

个月内 

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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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连步、张晓义、高义武、李计国、杨艳、陈宏坤、颜明霄、郑树林、崔彬、翟际栋、徐恒军、张

文静、曹怀圣、唐勇自增持计划实施以来，由于定期报告窗口期等导致的交易敏感期较多，导致增

持有效期缩短，加之今年以来国内市场环境和经济政策发生较大变化，整体市场资金收紧等影响，

增持计划的实施遇到困难，增持金额未能达到增持计划的金额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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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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451,98

0.00 
0.00 0.00 639,298,072.79 0.00 0.00 

1,116,750,0

52.79 
自有资金 

合计 
477,451,98

0.00 
0.00 0.00 639,298,072.79 0.00 0.00 

1,116,750,0

5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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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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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万连步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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