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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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曾小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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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1,791,502.64 14,484,061,950.07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21,022,232.60 11,233,473,520.06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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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49,218.71 32,206,875.88 -2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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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4,014,252.26 4,747,793,659.45 -1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866,670.63 464,933,196.43 -14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444,837.18 458,201,640.21 -64.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 4.25 减少 6.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1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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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7.52 -39,140.6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4,359,766.38 5,457,9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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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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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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963.13 10,898,059.4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

准备转回 

1,079,445.28 3,893,264.7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4,611,555.63 -446,576,112.99 主要系本期洪灾

导致的直接损失

和停产费用以及

公司对外捐赠防

疫物资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39,525.68 -1,870,844.25  

所得税影响额 66,703,803.92 65,925,303.91  

合计 -373,149,235.08 -362,311,5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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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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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93,195,803 28.23 0 
质押 

2,131,858,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 700,626,010 7.93 0 无 0 国有法人 

贺正刚 412,632,000 4.6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12,764,634 3.54 0 
无 

0 其他 

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华

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慧智

投资 7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3,165,712 3.43 0 

无 

0 其他 

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华

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慧智

投资 7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74,987,500 3.11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4,358,190 1.75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628,439 0.46 0 无 0 其他 

罗瑞林 27,476,613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思强 26,244,472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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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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93,195,803 人民币普通股 2,493,195,803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 700,626,010 人民币普通股 700,626,010 

贺正刚 412,63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2,632,000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312,764,634 
人民币普通股 

312,764,634 

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华鑫国际信托－

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7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3,165,712 
人民币普通股 

303,165,712 

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华鑫国际信托－

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7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74,98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74,987,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4,358,190 人民币普通股 154,358,19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628,439 人民币普通股 40,628,439 

罗瑞林 27,476,613 人民币普通股 27,476,613 

李思强 26,244,472 人民币普通股 26,244,472 

上述股东

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贺正刚持有和邦集团 99%股权，系和邦集团的控股股东，与和邦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和邦集团持

有和邦生物 28.23%的股份，贺正刚持有和邦生物 4.67%的股份，和邦集团和贺正刚为一致行动人。 

根据西部利得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

•慧智投资 7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与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7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权益合并计算，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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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率（%）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6,029,4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收回到期投

资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179,669,463.43 585,950,445.46 101.33 主要系本期承兑贴现减

少以及销售回款较好所

致 

其他应收款  3,341,458.68 27,673,848.91 -87.93 主要系本期收到联营企

业以前年度派发的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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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致 

存货  624,083,635.05 1,317,553,931.4

9 

-52.63 主要系本期销售上年度

存货以及洪灾导致的存

货损失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873,203.97 60,462,582.74 -82.02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留抵

税额减少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6,457,035.32 15,866,588.80 66.75 主要系本期对外股权投

资股价和汇率变动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360,024,185.83 100,024,187.11 259.94 主要系本期增加对乐山

商行投资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7,065,629.29 38,704,040.92 73.28 主要系本期未弥补亏损

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8,09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开具银

行承兑对外支付所致 

预收款项    74,792,656.81 -100.00 主要系本期按新收入准

则将预收款项重分类所

致 

合同负债  99,366,112.3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按新收入准

则将预收款项重分类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26,905,670.44 52,376,494.31 -48.63 主要因国庆长假，工资

提前到 9月底发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84,282,000.00 36,522,000.00 404.58 主要系本期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364,000,000.00 226,000,000.00 61.06 主要系本期新增长期借

款所致 

库存股 520,071,632.40 399,999,973.90 30.02 主要系本期股份回购增

加所致 

专项储备  1,283,733.52 9,552.21 13,339.13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安全

生产费用尚未使用完所

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末金额(1-9月) 

变动率（%） 情况说明 

财务费用 101,658,434.05 52,342,744.14 94.22 主要系以色列 s.t.k.生

物农药子公司受巴西、

墨西哥等国汇率大幅波

动引起的汇兑损失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4,241,765.25 -1,714,050.7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联营单位经

营好转及对外投资取得

收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6,672,008.89 -9,194,043.7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收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6 / 6 

 

失以“-”号填

列  

回情况好于同期所致 

营业外支出   446,687,111.7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洪灾导致的

直接损失和停产费用以

及公司对外捐赠防疫物

资所致 

所得税费用 12,849,192.33 88,214,259.45 -85.43 主要系本期经营不及上

年同期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率（%）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849,218.71 32,206,875.88 -260.99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下

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3,684,106.98 -1,018,296,226.

92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现金收购子

公司而本期无此项业务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3,419,632.15 321,049,789.66 -55.33 主要系本期股份回购金

额小于同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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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18日，公司遭受汛情，经初步盘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86亿元；受此影响，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7-9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4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29亿元。 

汛情发生后，在政府、社会各界及设备原料供应商、服务商的鼎力支持下，经过公司全体员

工48个日夜的持续奋战，公司受汛情影响的生产线已于2020年10月5日全面恢复生产，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0-57）。 

公司在未来的经营中将加强灾害防控措施，尽量减少自然灾害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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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曾小平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