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1 / 5 

 

公司代码：600371                                             公司简称：万向德农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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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志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秀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于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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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895,045.67 797,599,859.16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8,586,313.04 489,760,781.66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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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80,978.67 111,294,637.04 -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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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612,438.87 185,132,460.79 -1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331,531.38 44,160,079.04 -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868,133.41 43,686,886.43 -1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8 9.28 

减少 1.1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1 0.196 -28.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1 0.196 -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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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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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5,469.50  533,190.0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504,1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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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9,011.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4,101.68  774,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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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72.96  -273,710.89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1,020,356.59  2,463,3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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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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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142,650,135 48.76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春飞 1,756,720 0.60 0 未知  未知 

陈赛明 1,240,555 0.42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826,150 0.28 0 
未知 

 未知 

邢淏 597,000 0.20 0 未知  未知 

钱琨 495,352 0.17 0 未知  未知 

吴魁 460,600 0.16 0 未知  未知 

陈正忠 395,000 0.14 0 未知  未知 

曹洪武 394,555 0.13 0 未知  未知 

陈海娅 390,800 0.13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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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142,650,135 人民币普通股 142,650,135 

王春飞 1,756,720 人民币普通股 1,756,720 

陈赛明 1,240,555 人民币普通股 1,240,55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826,150 
人民币普通股 

826,150 

邢淏 5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5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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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琨 495,352 人民币普通股 495,352 

吴魁 4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600 

陈正忠 3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5,000 

曹洪武 394,555 人民币普通股 394,555 

陈海娅 390,8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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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9,041,705.43  2,748,587.50  592.78  
主要是本期垫付基地资

金增加所致。 

  存货净额 91,713,397.67  158,001,042.03  -41.95  
主要是本期销售致库存

种子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10,177,284.71  20,551,755.53  -50.48  
主要是部分往来结算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4,697,222.19  6,929,558.51  -32.21  
主要是本期支付激励奖

金所致。 

  应付股利 7,315,378.37  247,378.37  2857.16  
主要是子公司分红款尚

未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5,707,756.49  501,096.25  1039.05  
主要是本期增加代扣代

缴税金尚未支付所致。 

  其他应付款 4,930,786.20  7,155,381.34  -31.09  
主要是部分往来结算所

致。 

  资本公积 23,193,875.92  34,446,875.92  -32.67  

主要是本期实施 2019年

度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0.5股所致。 

  盈余公积 7,232,013.82  63,497,013.82  -88.61  主要是本期实施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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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送红股 2.5股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86,524.10  -200,935.58  -56.94  
主要是本期处置报废资

产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533,190.03  69,644.14  665.59  

主要是本期处置资产增

加所致。 

其他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429,011.73  313,672.65  355.57  

主要是本期计入政府补

助增加所致。 

加：营业外收入 775,107.10  225,931.13  243.07  
主要是本期收到赔偿款

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3,080,978.67  111,294,637.04  -52.31  

主要是本期销售回款较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921,411.28  8,765,874.90  70.22  

主要是本期基地公司设

备改造工程支出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506,000.00  -45,011,992.28  -50.00  

主要是本期现金分红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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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志军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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