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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5            证券简称：ST 红太阳            公告编号：2021－073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沪证专调查字 2020084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目前，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

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注意投资风险。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尚无法判断相关事项对公司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公司和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请投资者特别关注，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红太阳 股票代码 0005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红太阳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寿海（代）  

办公地址 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 18 号  

电话 025-57883588  

电子信箱 redsunir@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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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64,650,611.45 1,997,807,325.88 -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503,837.46 66,655,287.51 -5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993,608.99 2,075,057.85 767.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607,134.93 86,069,232.06 -5.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25 0.11 -52.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25 0.11 -52.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1.47%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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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9,220,213.97 11,542,748,161.82 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34,171,308.09 4,008,906,990.44 0.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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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51% 182,978,431 0 

质押 167,850,000 

冻结 182,424,031 

轮候冻结 1,463,705,549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4% 35,652,263 0 

质押 1,000,000 

冻结 1,000,000 

轮候冻结 9,350,000 

杨寿海 境内自然人 1.40% 8,136,454 6,102,340 

质押 8,130,000 

冻结 8,136,454 

轮候冻结 36,298,843 

叶诗琳 境内自然人 1.02% 5,908,137 0   

张秀 境内自然人 0.99% 5,759,000 0   

任国锋 境内自然人 0.49% 2,867,697 0   

吴醒钟 境内自然人 0.35% 2,017,700 0   

王建胜 境内自然人 0.29% 1,675,400 0   

李云慧 境内自然人 0.28% 1,632,500 0   

曹菊霞 境内自然人 0.28% 1,618,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杨寿海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红太

阳集团有限公司 49%股份；杨寿海先生、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544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82424031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8297843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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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4652263 股，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0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35652263 股；叶诗琳通过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553774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354363 股，合

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5908137 股；张秀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103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5487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5759000 股；曹菊霞通

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931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249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618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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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沪证专调查字 2020084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目前，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

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

基于该情况，公司尚无法判断相关事项对公司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公司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请投资者特别关注，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南一农集团重整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

东向法院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

《关于法院对控股股东重整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关于法院准许控股股东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及自

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公司将密切关注南一农集团重整工作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将积极督

促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同时，鉴于该重整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及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发布的信息

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谨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较多诉讼事项（详见本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之”八、诉讼事项“），公司及部分

子公司股权、资产存在被冻结、抵押的情形，目前公司与相关方正积极沟通协调，力争妥善解决，但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

者特别关注，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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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签 署 人：      杨寿海       董事长 

签署时间： 2021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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