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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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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薛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洪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陶涛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416,939,259.94 4,306,243,931.02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112,952,294.67 2,015,003,957.26 4.8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9,158,341.26 -254,290,055.5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43,898,295.96 1,210,602,750.50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7,823,441.89 90,882,820.66 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705,914.57 91,611,919.71 7.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74 4.87 减少 0.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94 0.3060 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94 0.3060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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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91,577.7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962,402.9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67,1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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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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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412,656.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17,565.2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9,082.42  

所得税影响额 118,833.58  

合计 -882,472.6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60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87,019,707 29.30 0 质押 35,000,000 国有法人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作

物保护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86,684,127 29.19 0 质押 86,684,127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6,126,000 2.06 0 无 0 未知 

韩晟 3,775,600 1.27 0 无 0 未知 

何东梅 3,404,812 1.15 0 无 0 未知 

李德富 2,595,003 0.87 0 无 0 未知 

李朕海 1,698,106 0.57 0 无 0 未知 

赵保国 1,654,569 0.56 0 无 0 未知 

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450,958 0.49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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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铮 1,290,000 0.43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7,019,707 人民币普通股 87,019,707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作物保护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 
86,684,127 人民币普通股 86,684,12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1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26,000 

韩晟 3,775,600 人民币普通股 3,775,600 

何东梅 3,404,812 人民币普通股 3,404,812 

李德富 2,595,003 人民币普通股 2,595,003 

李朕海 1,698,106 人民币普通股 1,698,106 

赵保国 1,654,569 人民币普通股 1,654,569 

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50,958 人民币普通股 1,450,958 

徐铮 1,2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大股东中，公司已知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南通产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分析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元） 上期期末数（元）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应收票据 119,545,757.91 16,571,157.72     621.41  注 1 

预付款项 221,086,163.66 146,041,819.51       51.39  注 2 

其他应收款 3,825,098.03 2,479,530.64       54.27  注 3 

短期借款 560,000,000.00 421,000,000.00       33.02  注 4 

交易性金融负债   402,781.90        不适用   注 5 

预收款项   259,838,982.45        不适用  注 6 

合同负债 180,841,788.91 
 

     不适用 注 7 

应付职工薪酬 44,212,607.59 69,169,775.95      -36.08  注 8 

应交税费 17,345,000.19 5,613,633.73      208.98  注 9 

注1：应收票据期末较上期末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承兑汇票净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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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预付款项期末较上期末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根据市场供需，考虑季节性因素及采购策

略，加大原料储备增加预付款所致。 

注3：其他应收款期末较上期末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软件款、试验费等增加所致。 

注4：短期借款期末较上期末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增加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注5：交易性金融负债期末较上期末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外币金融衍生品业务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注6：预收款项期末较上期末减少，系本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原预收款项改为在合同负债

项目列示。  

注7：合同负债期末较上期末增加，系本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原预收款项改为在合同负债

项目列示。 

注8：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上期末减少，主要系本报告期发放上年度考核绩效所致。 

注9：应交税费期末较上期末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的企业所得税尚未缴纳所致。 

 

2、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  
原因分析 

研发费用 48,523,619.69  36,987,300.12  31.19  注 1 

财务费用 2,149,376.87  12,739,688.55  -83.13  注 2 

其他收益 3,962,402.90  2,342,080.27  69.18  注 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402,781.90   不适用   注 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7,943,056.16  -11,435,250.30  不适用  注 5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96,124.61  -7,132,304.03  不适用 注 6 

营业外收入 9,280.00  25,600.00  -63.75  注 7 

所得税费用 14,188,025.04  25,644,122.40  -44.67  注 8 

注1：研发费用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注2：财务费用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外币汇兑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注3：其他收益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稳岗补贴、科技奖励等，

以及子公司收到个税扣缴手续费所致。 

注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减少，系本报告期外币金融衍生品业务公允价值

变动所致。 

注5：信用减值损失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减少，主要系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同比减少所致。 

注6：资产减值损失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减少，主要系报告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同比减少所

致。 

注7：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供应商违约金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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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所得税费用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按15%税率计算，同

期按25%税率计算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现金流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9,158,341.26   -254,290,055.59 不适用 注 1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621,578.37 -17,102,718.53 不适用 注 2 

 

注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同比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增加所致。 

注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同比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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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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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薛健 

日期 2020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