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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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才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小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严红敏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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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3,793,176.48 9,718,081,275.16 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764,274,173.03 6,510,387,858.70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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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3,375,773.10 22.09% 8,242,282,731.03 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92,370,160.80 2,368.75% 795,790,477.93 2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2,746,769.80 3,095.63% 741,338,798.55 17.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7,845,675.88 35.27% 1,917,783,992.17  69.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2,200.00% 0.62 26.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2,200.00% 0.62 26.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6% 上升 4.18 个百分点 11.96% 上升 2.0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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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9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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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2,902.4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52,838,190.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8,097.6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388,884.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1,633.42  

合计 54,451,67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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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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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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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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53% 620,076,476 58,062,998 质押 278,375,856 

杨才学 境内自然人 4.55% 59,304,470 44,478,352   

新洋丰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7% 47,831,091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二组合 
其他 1.87% 24,355,338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

新洋丰员工持

股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60% 20,901,844    

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19L-CT001

深 

其他 1.60% 20,817,813    

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分红－个人

其他 1.22% 15,95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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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

-019L-FH002

深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大

成睿景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3% 14,791,986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6% 9,902,654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零零三

组合 

其他 0.75% 9,82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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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62,013,478 人民币普通股 562,013,478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7,831,091 人民币普通股 47,831,091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4,355,338 人民币普通股 24,355,338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新洋丰员工持股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20,901,844 人民币普通股 20,901,84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 深 

20,817,813 人民币普通股 20,817,813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深 
15,954,766 人民币普通股 15,954,766 

杨才学 14,826,118 人民币普通股 14,826,11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成

睿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4,791,986 人民币普通股 14,791,98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902,654 人民币普通股 9,902,65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

合 
9,826,629 人民币普通股 9,826,6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除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杨才学属

于一致行动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 深与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深属于一致行动人外，公

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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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名普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注：公司控股股东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解除质押 18,637.5856 万股股份，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剩下 9,200 万股质押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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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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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422,000,000.00 120,000,000.00 251.67% 

应收账款 409,080,892.41 207,783,600.09 96.88% 

其他应收款 244,923,003.03 164,407,717.07 48.97% 

存货 1,520,305,059.58 2,438,212,733.11 -37.65% 

其他流动资产 77,768,820.56 245,968,753.54 -68.38% 

在建工程 566,432,432.56 176,937,930.53 220.13% 

短期借款 209,075,892.96 8,931,896.94 2240.78% 

应付票据 51,264,000.00 84,500,000.00 -39.33% 

应付职工薪酬 185,096,178.20 73,267,167.94 152.63% 

应交税费 105,395,196.94 74,692,351.24 41.11%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403,512.88 6,623,739.60 162.74% 

资本公积 194,969,967.01  448,725,384.42 -56.55% 

库存股 47,831,091.00  19,415,059.00  146.36% 

（1）报告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增加251.67%，主要原因为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

加； 

（2）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96.88%，主要原因为四季度为农业生产淡季，销售

收入少，而三季度为秋肥旺季，销售集中； 

（3）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48.97%，主要原因为受年内股价上涨的影响，针

对绿港等31位自然人的应收回投资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在本期部分转回； 

（4）报告期末，存货较期初减少37.65%，主要原因为随着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库存原

料及成品较期初减少，另外期初发出商品在本期确认收入结转了成本； 

（5）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68.38%，主要原因为期初待认证及留抵进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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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在本期予以认证抵扣； 

（6）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220.13%，主要原因为宜昌新洋丰磷酸铵和聚磷酸

铵及磷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工程持续推进； 

（7）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2240.78%，主要原因为本期取得银行借款增加； 

（8）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期初减少39.33%，主要原因为本期部分承兑汇票到期解付； 

（9）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152.63%，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绩效工资，年

底考核后发放； 

（10）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41.11%，主要原因为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11）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较期初增加162.74%，主要原因为本期所得税汇算过程

中税前一次性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增加； 

（12）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较期初减少56.55%，主要原因为本期回购公司股份增加； 

（13）报告期末，库存股较期初增加146.36%，主要原因为本期回购公司股份增加。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财务费用 -29,905,961.76 -13,919,812.58 -114.84% 

投资收益 3,717,947.60  1,732,694.32 114.58% 

信用减值损失 39,325,167.55 -39,282,423.24 -200.11% 

营业外支出 3,471,037.51 1,127,966.15 207.73% 

（1）本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14.84%，主要原因为本期伴随着货币资金平均持有

量增加，相应的银行存款利息增加； 

（2）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14.58%，主要原因为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增加； 

（3）本期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200.11%，主要原因为受年内股价上涨的影响，

针对绿港等31位自然人的应收回投资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在本期部分转回； 

（4）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207.73%，主要原因为本期在疫情期间，公司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向社会捐助资金用于抗击新冠疫情。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7,783,992.17 1,128,663,235.80 69.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3,418,051.94 -364,875,620.89 -1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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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9.92%，主要原因为本期销售回

款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同时本期收到的预收账款增加； 

（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94.19%，主要原因为本期固定

资产项目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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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公司股份拟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和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

信心，推动公司股价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合理回归，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公司于2019

年10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拟用于转换上

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20,000万元（含），不超过40,000

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为准；回购价格不高于

10.5元/股（含）。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0年5月22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公告》，同意公司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00元（含税）。公司2019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回购股份的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10.5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

币10.3 元/股（含）。 

2020年7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由不超过（含）人民币10.3元/股，调整为不

超过（含）人民币13.50元/股。 

2020年7月2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3,122,4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77%，最高成交价为 11.06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6.14元 /股，支付总金额为

201,020,117.99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股份回购已经实施完毕。 

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11月1日、11月5日、11月13日、12月3日、2020年1月3日、

2月5日、3月3日、4月3日、5月7日、6月4日、6月17日、7月2日、7月15日、7月24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19－051）、《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56）、《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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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2019-057、060、2020-001、004、005、009、024、

028、041）、《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

《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相关

事项的补充更正暨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 

2.投资建设30万吨/年合成氨技改项目 

2020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30

万吨/年合成氨技改项目的议案》，公司拟投资人民币150,000万元建设30万吨/年合成氨技改

项目，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本项目的建设是为了满足公司磷酸一铵与复合肥生产所需的合成氨原料，降低下游产品

的生产成本，节约原材料外购的运输费用，提升盈利能力、资金使用效率与净资产收益率，

完善公司产业链一体化的战略布局，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与磷复肥主业核心竞争力，继

续做大做强磷复肥主业，提升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投资建设30万吨/年合成氨技改项

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3.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新洋丰大酒店 

根据战略发展需要，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北新洋丰大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人民币。本次投资设立新洋丰大酒店，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各地经销商

等客户调研参观公司的食宿需求。  

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9）。 

4.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

本次拟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0万元（含本数），具体发行数额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募集资金净额拟投

资于公司年产30万吨合成氨技改项目。 

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9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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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材料获得中国证监会受

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 

5.回购公司股份拟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和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

信心，推动公司股价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合理回归，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结合公司

发展战略、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公司于2020年7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拟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

的公司债券。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30,000万元（含），不超过6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

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为准；回购价格不高于13.5元/股（含）。公司

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0,166,03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78%，最高成交价为12.5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8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19,530,007.76元。 

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2日、7月28日、8月4日、9月3日、10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0－048）、《关于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2020-052、

057、062）。 

6.投资建设30万吨/年高品质经济作物专用肥项目 

为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推动公司向高附加值的精细化产品、提质增效型产品发展，公

司拟投资建设30万吨/年高品质经济作物专用肥项目，该项目是公司顺应复合肥行业新型化、

专业化发展的需要。项目建成后公司在新型肥料的布局将更加完善，市场占有率将进一步提

高，核心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3,995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筹资金。 

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投资建设30万吨/年高品质经济作物

专用肥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回购公司股份拟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

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方案》（公告编号：201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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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56） 

2019 年 11 月 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2019-057） 

2019 年 11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59） 

2019 年 12 月 3 日、2020 年 1 月 3 日、

2 月 5 日、3 月 3 日、4 月 3 日、5 月 7

日、6 月 4 日、7 月 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60、2020-001、2020-004 

、2020-005、2020-009、2020-024、

2020-028、2020-041、） 

2020 年 6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 1%暨回购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 

2020 年 7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44） 

2020 年 7 月 20 日、7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项的补充

更正暨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7、050） 

投资建设 30 万吨/年合成氨技改项目 2020 年 3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投资建设 30 万吨/年合成氨技改项

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新洋丰大酒店 2020 年 6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39）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 年 6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新

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新洋丰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2020 年 9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材料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61） 

回购公司股份拟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

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2020 年 7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方案》（公告编号：20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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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51） 

2020 年 8 月 4 日、9 月 3 日、10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52、057、062） 

投资建设 30 万吨/年高品质经济作物

专用肥项目 
2020 年 09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投资建设 30 万吨/年高品质经济作

物专用肥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58）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回购公司股份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于2018年8月9日、2018年8月28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拟回购金额不

低于人民币1亿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元/股（含），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该部分回购的股份将作为公司未来在

适宜的时机推行股权激励计划之标的股份。 

2019年2月28日，公司上述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13,748,0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5%，最高成交价为9.7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43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24,750,525.96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符合《回购股份报

告书》的相关内容。 

根据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关于股份回购事宜的相关授权，公司于

2019年3月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以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部分内容的议案》，本次补充修订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的期限、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等内容，即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

由调整前不低于1亿元增加至3亿元），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5亿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10元/股（含），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9年8月28日，公司回购股份实施期届满。截至2019年8月28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4,542,6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最高成交价为10.00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8.43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32,640,583.17元（不含交易费用）。 

2.回购公司股份拟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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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和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

资者信心，推动公司股价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合理回归，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公司

于2019年10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拟用于

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20,000万元（含），不超

过4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为准；回购价

格不高于10.5元/股（含）。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0年5月22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公告》，同意公司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00元（含税）。公司2019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回购股份的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10.5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0.3元/股（含）。 

2020年7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由不超过（含）人民币10.3元/股，调整为不

超过（含）人民币13.50元/股。 

2020年7月2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3,122,4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77%，最高成交价为 11.06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6.14元 /股，支付总金额为

201,020,117.99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股份回购已经实施完毕。 

（2）2020年7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

份拟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30,000万元

（含），不超过6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

为准；回购价格不高于13.5元/股（含）。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0,166,03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78%，最高成交价为12.5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8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19,530,007.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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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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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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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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 / / / / / 

股权激励承诺 / / /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崔银迪、杜

银磊、郭振

军、贺清国、

黄景华、姜

国华、康英

德、李姮宇、

李文鸿、李

文虎、李振

冉、刘  彤、

刘远征、倪

联新、孙士

明、孙士义、

王霞光、王

银云、王永

常、王永慧、

王玉怀、荀  

荣、姚凤英、

于海洋、张

彩伟、张   

春、张荣春、

张秀玲、张

元芹、郑庆

达、章其建 

股份限售承

诺 

根据《湖北

新洋丰肥业

股份有限公

司与李文虎

等 31 名自

然人关于江

苏绿港现代

农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51%股权之

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

李文虎等

31 名自然

人全体承

诺：上述股

票于完成登

记 36 个月

后解锁，之

后按照相关

法律执行。 

2016 年 11

月 12 日 

2019 年 11

月 11 日 

该承诺已

经履行完

毕，截至本

报告出具

日尚未办

理解除限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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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承诺方无减持计划；后续若有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披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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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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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7,312 42,200 0 

合计 107,312 42,2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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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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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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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

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0 年 04 月

29日—4月30

日 

公司 其他 机构 

东吴证券、招

商证券、华夏

基金、景顺长

城基金等 27

家机构人员 

主要就公司

财务、经营情

况、业绩受疫

情影响因素

等方面进行

了交流，未提

供书面资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新洋丰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5 月

20日—5月21

日 

公司 其他 机构 

方正证券、天

风证券等 38

家机构人员 

主要就公司

生产经营情

况、新型复合

肥情况及未

来两三年的

规划等方面

进行了交流，

未提供书面

资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新洋丰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6 月 4

日 
公司 其他 机构 

申万宏源、兴

业证券等 27

家机构人员 

主要就 2019

年、2019 年经

营回顾及公

司未来发展

等方面展开

了交流，未提

供书面资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新洋丰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才学 

                          2020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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