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1 / 6 

 

公司代码：600486                                             公司简称：扬农化工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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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覃衡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尔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洁宇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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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154,521.39 9,637,484,864.40 1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70,713,740.13 5,054,374,473.91 14.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0,946,370.67 986,279,020.13 41.0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956,364,539.34 7,061,918,362.42 1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3,164,649.48 1,069,566,719.63 -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3,386,843.78 793,739,965.50 2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7 19.30 减少 0.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302 3.451 -4.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302 3.451 -4.3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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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217.87 -604,26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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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9,958.31 38,270,1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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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71,956.03 46,875,917.9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6,415.84 432,577.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404,805.35 -435,644.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04.42 4,040.87  

所得税影响额 -13,373,882.07 -14,764,973.46  

合计 59,585,397.63 69,777,8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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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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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12,084,812 36.17 0 无 0 国有法人 

扬州福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8,082,823 5.84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1,534,416 3.72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137,994 3.59 0 无 0 境外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5,199,639 1.68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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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990,531 0.97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677,959 0.86 0 无 0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八组合 2,576,274 0.83 0 无 0 其他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2,356,980 0.76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核

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51,800 0.76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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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12,084,812 人民币普通股 112,084,812 

扬州福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8,082,823 人民币普通股 18,082,82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1,534,416 人民币普通股 11,534,41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137,994 人民币普通股 11,137,99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5,199,639 人民币普通股 5,199,63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990,531 人民币普通股 2,990,53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677,959 人民币普通股 2,677,95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八组合 2,576,274 人民币普通股 2,576,274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2,356,980 人民币普通股 2,356,98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核

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51,8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1,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扬州福源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易方达安心回

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同为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管理。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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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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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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5,002.71 314.08 1492.82% 外汇远期结售汇金额增加 

应收票据 58,717.76 31,110.82 88.74% 
上半年是农药销售旺季，货款在下半年逐

步回笼 

应收账款 174,023.23 133,450.17 30.40% 

一方面是销售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是上半

年是农药销售旺季，货款在下半年逐步回

笼 

其他应收款 5,743.08 3,904.94 47.07% 应收出口退税增加 

在建工程 162,107.98 33,157.32 388.91% 优嘉三期项目投资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1,413.66 42,199.01 -72.95% 

优嘉公司预付款定制的设备完工并投入

在建工程 

应付账款 185,854.62 132,630.49 40.13% 主要是子公司应付工程款增加 

预收款项 1,897.66 25,203.82 -92.47% 预收客户货款转入合同负债核算 

合同负债 27,516.67  不适用 
按新收入准则原预收客户货款从预收款

项转入 

应交税费 7,918.88 3,039.21 160.56% 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31,966.46 15,916.62 100.84% 子公司增加待结算的应付产品结算价差 

预计负债 14,154.48 3,659.12 286.83% 预提重大资产重组超额利润奖励款 

项目 
年初至本报

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

年报告期末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7,806.84 -765.55 不适用 汇兑损失增加 

其他收益 3,827.02 1,080.01 254.35%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增加 

投资收益 -465.04 2,845.81 -116.34% 上年同期存在理财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5,230.07 1,656.06 215.81% 远期结售汇业务公允价值发生的变动 

信用减值损失 -3,554.28 -2,027.32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应收账款增加额高于上年

同期，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营业外收入 88.49 410.17 -78.43% 上年同期资产报废较多，处置收益也较多 

营业外支出 202.41 514.12 -60.63% 上年同期资产报废损失较多 

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 
-97.64 -414.19 不适用 汇率变动所致合并境外报表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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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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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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覃衡德 

日期 2020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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