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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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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缪金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刚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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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6,379,863.03  2,854,246,347.40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86,487,172.75  1,960,142,189.23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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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59,686.55 461,258,298.53  -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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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收入 1,111,140,145.23  1,382,821,707.22  -1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004,429.80  243,261,665.44  -4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818,979.53  239,998,132.17  -45.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2  13.15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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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  1.35  -4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  1.35  -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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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5,335.69  15,9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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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18.65  2,583,554.4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69,3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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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81.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87,099.99  -2,396,447.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93.61  -403,734.72   

所得税影响额 -73,932.44  14,708.14   

合计 218,844.14  185,4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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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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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金凤 72,000,000 40.0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沽盛投

资有限公司 
18,000,000 10.00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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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莉 9,000,000 5.0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汪焕兴 9,000,000 5.0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汪静娟 9,000,000 5.0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汪静娇 9,000,000 5.0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郑佐茵 1,174,906 0.65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43,783 0.58 0 未知  境外法人 

林森 806,904 0.45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黄舒 788,960 0.44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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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金凤 7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沽盛投资有限公司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汪静莉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汪焕兴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汪静娟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汪静娇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郑佐茵 1,174,906 人民币普通股 1,174,90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43,783 人民币普通股 1,043,783 

林森 806,904 人民币普通股 806,904 

黄舒 788,960 人民币普通股 788,9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汪焕兴为缪金凤之配偶，汪静莉、汪静娇、汪静娟为缪金

凤之女，缪金凤、汪焕兴、汪焕兴之弟汪焕平、汪焕兴之

侄女婿孙海峰分别持有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沽盛投资有限公

司 55.50%、10.00%、6.00%、5.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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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比年初

增减(%)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000,000.00 118,422.00 
25233.1

3 

主要系本期购买现金管理

产品 3000万元在期末未到

期。 

应收款项融资 172,391,035.35 52,181,882.56 230.3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银行承

兑汇票增加及开展票据池

业务造成期末应收票据增

加。 

固定资产 803,635,106.28 379,048,743.98 112.01 

主要系百力化学部分在建

工程项目完成后转入固定

资产所致。 

在建工程 152,270,776.75 306,750,786.72 -50.36 同上。 

无形资产 109,641,231.38 71,610,908.33 53.11 

主要系本期苏利宁夏取得

的土地使用权，由其他非流

动资产转入。 

其他非流动资产 95,972,678.35 173,515,532.62 -44.69 

主要系 1、本期预付工程及

设备款减少；2、苏利宁夏

土地使用权转入无形资产。 

预收款项   20,680,334.19 不适用 
主要系执行收入准则后报

表项目重分类所致。 

合同负债 6,075,703.41   不适用 
主要系执行收入准则后报

表项目重分类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前三季度

（1-9月） 

2019年前三季度

（1-9月）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5,974,319.63 10,558,399.13 -43.42 

主要系增值税税率下调、利

润下降导致的税金及附加

减少。 

财务费用 -12,158,878.85 -19,576,299.37 不适用 
主要系汇率变动导致汇兑

损失增加。 

其他收益 2,533,554.44 4,796,900.44 -47.18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日常

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损失以“－”

号填列） 

-118,422.00 -1,151,319.7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开展的外汇套

期保值业务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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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2,667,866.42 488,190.44 446.48 

主要系本期公司为抗击新

冠病毒，对外捐赠 234万元

用于疫情防控。 

所得税费用 28,705,241.19 88,363,026.58 -67.51 

主要系：1、利润下降导致

所得税费用下降及子公司

所得税税率变化导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前三季度

（1-9月） 

2019年前三季度

（1-9月）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722,155,762.17 1,420,717,917.85 -49.17 

主要系：1、收入规模同比

下降；2、本期现金回款比

例下降、承兑汇票结算增

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469,080,353.53 748,880,416.53 -37.36 

主要系：1、采购规模同比

下降；2、使用票据背书方

式支付供应商货款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49,498,779.01 95,270,566.36 -48.04 

主要系收入规模下降、利润

减少及增值税税率下调带

来的税费下降。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58,873,326.91 112,498,267.48 -47.67 

主要系支付的应付票据及

其他业务保证金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0,659,686.55 461,258,298.53 -73.84 

主要系：1、收入、利润规

模同比下降；2、本期现金

回款比例下降、承兑汇票结

算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30,000,000.00 430,000,000.00 -93.02 

主要系本期使用募集资金、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减

少。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15,285,541.67 101,115.78 

15016.8

7 

主要系本期收到世科姆无

锡分红 1500万元。 

投资支付的现金 60,000,000.00 550,000,000.00 -89.09 

主要系本期使用募集资金、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减

少。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33,459,877.02 5,486,769.16 509.83 

主要系百力化学新项目在

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前的联合试运转支出较

大。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1,137,956.74 -394,026,821.84 不适用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减少。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8,287.79 4,334,648.98 不适用 
主要系美元兑人民币贬值

造成汇兑收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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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225,728,878.92 -36,433,874.33 不适用 

主要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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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因 2019年末异常气候及今年初新冠疫情影响销售导致的渠道库存消化需要一定的时

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绝对控制的情况，公司管理层预测年初至下一

报告期期末公司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公司的主要产

品农药和阻燃剂做为基础精细化工产品，从长远看仍具有稳定的市场发展潜力和盈利能力。公司

管理层在董事会领导下，也会及时根据国际形势及行业和市场的变化，准确研判市场走势，合理

安排各项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活动。在严格控制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前提下，保证公司

后续按照董事会制定的战略决策稳步发展。 

上述仅为公司管理层基于目前情势下初步判断而作出的警示，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风险。具体请以届时实际发布的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公司名称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缪金凤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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