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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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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仲汉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进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普国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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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7,379,664.69 261,656,119.30 6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026,209.60 -75,549,536.97 8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324,084.14 -78,661,512.41 7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85,601.55 -13,505,552.93 63.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 -0.050 82.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 -0.041 82.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2.76% 2.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713,599,583.25 4,967,032,607.21 -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70,017,251.09 2,460,271,092.32 0.4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89,158.3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01,9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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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0,003.4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27,070.3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7,191.58 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47,761.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5,5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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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297,874.5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22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仲汉根 境内自然人 42.23% 636,631,953 477,473,965 质押 403,550,000 

仲玉容 境内自然人 4.82% 72,604,100 54,453,075 质押 72,600,000 

江苏辉丰农化股

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2.03% 30,595,320    

唐中义 境内自然人 0.84% 12,606,576  质押 12,600,000 

赵瑞东 境内自然人 0.75% 11,270,000    

#朱立国 境内自然人 0.65% 4,809,951    

深圳前海量科归

元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自然人 0.41% 6,180,000    

余秋芬 境内自然人 0.35% 5,313,050    

刘海涛 境内自然人 0.35% 5,229,811    

高文新 境内自然人 0.33% 5,012,2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仲汉根 159,157,988 人民币普通股 159,157,988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 30,595,32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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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仲玉容 18,151,025 人民币普通股 18,151,025 

唐中义 12,606,576 人民币普通股 12,606,576 

周建 11,945,920 人民币普通股 11,945,920 

赵瑞东 10,8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40,000 

#朱立国 10,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10,000 

深圳前海量科归元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 
6,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80,000 

余秋芬 5,313,050 人民币普通股 5,313,050 

刘海涛 5,229,811 人民币普通股 5,229,8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仲汉根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仲玉容女士和实际控制人为父

女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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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期末数              

/本期数 

期初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01,977,705.85 420,404,684.52 -218,426,978.67 -51.96%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偿还暂借

款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4,206,298.00 12,563,000.00 -8,356,702.00 -66.52%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票据结算

业务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76,294,492.92 42,514,368.68 33,780,124.24 79.46%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辉丰石化

公司油品业务预付款项增加

所致 

合同负债 54,440,091.24 129,388,316.81 -74,948,225.57 -57.93%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公司履行

合同，发货结算，导致预收款

项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380,156,942.16 614,534,843.74 -234,377,901.58 -38.14%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偿还暂借

款所致 

营业收入 437,379,664.69 261,656,119.30 175,723,545.39 67.16% 主要系公司逐步复产，报告期

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55,505,910.91 198,515,125.78 156,990,785.13 79.08% 主要系公司逐步复产，报告期

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6,098,025.20 16,870,607.34 -10,772,582.14 -63.85%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合并范围

变更，报告期上海迪拜公司、

新疆辉丰公司、石家庄瑞凯公

司等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以及

新收入准则的执行，原销售费

用中的运杂费分摊至营业成

本核算，导致销售费用同比下

降。 

财务费用 10,455,558.93 20,592,922.02 -10,137,363.09 -49.23% 主要系公司可转债回售，报告

期债券利息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436,965.39 -7,050,365.28 8,487,330.67 -120.38% 主要系石化公司坏账计提减

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35,894.74 -26,502.95 -1,209,391.79 4563.23%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计提存货

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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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1,269,119.82 3,495,167.12 -2,226,047.30 -63.69%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收到政府

补助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78,900.84 34,177.15 144,723.69 423.45%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处置车辆

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84,248.55 643,288.83 -359,040.28 -55.81%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固定资产

报废处置利得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301,061.37 467,332.38 1,833,728.99 392.38% 主要系母公司报告期因取消

高企计提未补缴税款的滞纳

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85,601.55 -13,505,552.93 8,619,951.38 -63.83%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回保证金

增加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8,621,237.18 10,053,327.81 -218,674,564.99 -2175.15% 主要系公司归还非关联方借

款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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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与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道麦”）签订了《股权购买协议》（“股

权购买协议”）。根据股权购买协议的约定，受限于并在股权购买协议规定的前提条件完全满足后，公司拟转让江苏科利农

农化有限公司（于本次公告发出之日，江苏科利农农化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安道麦辉丰（江苏）有限公司（“新公司”））51%

的股权（“新公司交易”）。根据股权购买协议约定，如股权购买协议中任意一项交割条件在2021年3月31日未达成，则股权

购买协议可由公司或安道麦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而终止“最终期限”）；于2020年12月28日，公司与安道麦又签署了《关于签

署日期为2020年10月28日的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一”）。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0月29日和2020年12月29日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8）、《关于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0）。 

因股权购买协议所规定的交割条件尚未全部满足，并且公司将继续为实现交割条件的满足而努力，2021年3月30日，公司与

安道麦签订了《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二”）以延长最终期限。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与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 
2020 年 10 月 29 日 2020-088 

关于签署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28 日的股

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0 年 12 月 29 日 2020-120 

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2021 年 03 月 30 日 2021-028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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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300796 贝斯美 

15,500,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68,977,

980.00 

1,238,0

40.00 

54,716,

020.00 
0.00 0.00 

1,238,0

40.00 

70,216,

02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15,500,

000.00 
-- 

68,977,

980.00 

1,238,0

40.00 

54,716,

020.00 
0.00 0.00 

1,238,0

40.00 

70,216,

02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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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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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60,000 -- 70,000 -4,834.13 增长 1,341.17% -- 1,548.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 0.46 -0.05 增长 695.97% -- 828.63% 

业绩预告的说明 

主要系：1、公司产品逐步复产，收入增加所致。 

        2、预计二季度完成道麦辉丰股权交割，上海迪拜股权和安道麦辉丰股权处置收益在

预测期确认。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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