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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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沈志军 董事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刘志刚 

 

1.3  公司负责人刘志刚、总经理程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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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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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817,156.80 746,279,032.47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35,188,889.06 522,165,235.64 2.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033,507.17 2,050,321.65 633.2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3,099,476.92 72,113,559.78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023,653.42 13,477,544.09 -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539,199.49 13,084,777.12 -4.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0 2.71 减少 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45 0.0599 -25.7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45 0.0599 -2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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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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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201.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1,081.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3,828.22  

合计 484,4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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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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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雪平 607,700 0.21 0 未知  未知 

钱琨 495,352 0.17 0 未知  未知 

吴魁 458,000 0.16 0 未知  未知 

杨俊 424,300 0.15 0 未知  未知 

曹洪武 394,555 0.13 0 未知  未知 

王良标 391,380 0.13 0 未知  未知 

朱新铭 353,803 0.12 0 未知  未知 

薛丹彤 331,270 0.11 0 未知  未知 

朱静涛 329,8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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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雪平 607,7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700 

钱琨 495,352 人民币普通股 495,352 

吴魁 4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8,000 

杨俊 424,300 人民币普通股 424,300 

曹洪武 394,555 人民币普通股 394,555 

王良标 391,380 人民币普通股 391,380 

朱新铭 353,803 人民币普通股 353,803 

薛丹彤 331,270 人民币普通股 331,270 

朱静涛 329,800 人民币普通股 3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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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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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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5,987,502.72 1,075,007.92 456.97 
主要是预付 2021年度基地制

种款 

其他应收款 1,304,326.66 301,314.79 332.88 
主要是支付本期基地制种保

证金 

应交税费 275,875.57 537,962.58 -48.72 
主要是本期支付红利代扣个

税 

税金及附加 167,709.80 64,667.61 159.34 
主要是办理房产证缴纳契税

13.6万 

营业外收入 422,023.08 21,259.14 1885.14 主要是清理以前年度往来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033,507.17 2,050,321.65 633.23 
主要是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10,300.00 -1,940,100.00 -53.08 
主要是上期支付设备改造款，

本期主要是支付质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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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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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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刚 

日期 2021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