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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三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

布了《2021 年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1-060），因工作人员疏忽，该公

告中 一、主要财务数据“(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填写错误” 二、股东信息“(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

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填写错误”，现对公告内容更正如下： 

原公告为： 

一、主要财务数据“(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7.00 
报告期末较报告期初，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增加。 

应收账款 37.97 

本期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大

幅上涨，导致报告期末应收账款

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89.82 

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大幅上

涨，导致报告期末应收票据增

加。 

预付款项 1,057.02 
报告期末，购买原材料预付款大

幅增加。 

其他应收款 552.36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

加 552.36%，主要是由于供应商

资金周转借款 1000.00 万元。 

在建工程 88.59 

主要是由于在建项目持续投入，

项目尚未完工，在建工程较期初

大幅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30.0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增值税留

抵减少。 



应付票据 135.7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开立票据

增加。 

应付账款 33.11 

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及购买原材料增加，报告期末应

付账款增加。 

合同负债 143.89 

主要原因是主要产品销售市场

较好，款到发货订单大幅增加，

预收账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34.97 
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工资薪酬

增加。 

应交税费 319.38 
主要由于利润大幅增加，应交企

业所得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34.32 

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较期初下

降 34.32%，主要是由于代收代

付款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 86.09 主要原因是预收账款增加。 

营业收入 52.53 
主要原因是销售市场较好，产品

价格上涨。 

营业成本 36.43 
主要原因是销售收入增加，原材

料价格上涨。 

销售费用 -55.14 
主要原因是根据会计准则，运输

费用计入营业成本。 

管理费用 42.64 

报 告期 管理费 用同比增 加

42.64%，主要由于公司维修费用

增加及环保费用投入加大。 

研发费用 62.37 
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研发费用

投入。 

财务费用 2,096.4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汇兑收益

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0.26 

主要原因是销售货款及预收账

款大幅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75.47 

主要原因是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大幅增加。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147.12 

主要是汇率变动影响增加所致。 

 

现更正为： 

一、主要财务数据“(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_本报告期 72.51 
主要原因是销售市场较好，产品

价格上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_本报告期 
165.72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加，盈利

能力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_本报告期 

224.63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加，盈利

能力增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_ 本报告期 
160.61 

主要是本期产品价格上涨，净利

润增加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_ 本报告期 
160.61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以及利润

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年初至报告期

末 
52.53 

主要原因是销售市场较好，产品

价格上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年初至报告期末 
137.20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盈利能力

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年初至报告期末 

173.22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盈利能力

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_年初至报告期

末 

100.26 

主要是产品价格上涨，净利润增

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年初至报告期末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17 

主要是营业收入以及利润增加

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年初至报告期末 
136.17 

主要是营业收入以及利润增加

所致。 

 

原公告为： 

二、股东信息“(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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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安徽广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5,450,000 37.76 0 

质

押 
17,751,766 



黄金祥 
境内自然

人 
25,090,016 5.4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421,587 2.89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天惠精选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国有法人 8,000,000 1.72 0 无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

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国有法人 7,582,583 1.63 0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智造先锋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5,739,084 1.24 0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核心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5,103,865 1.10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价值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4,999,998 1.08 0 无  

黄赟 
境内自然

人 
4,053,486 0.87 0 无  

安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

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24,130 0.78 0 无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安徽广信集团有限公司 175,45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175,450,000 

黄金祥 25,090,016 
人民币普

通股 
25,090,016 

香港结算中央有限公司 13,421,587 
人民币普

通股 
13,421,58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天惠精选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8,00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8,000,000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

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582,583 
人民币普

通股 
7,582,58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智造先锋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739,084 
人民币普

通股 
5,739,08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核心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03,865 
人民币普

通股 
5,103,86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价值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99,998 
人民币普

通股 
4,999,998 

黄赟 4,053,486 
人民币普

通股 
4,053,486 

安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

基金有限公司 
3,624,130 

人民币普

通股 
3,624,1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广信集团、黄金祥及黄赟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的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

限售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现更正为： 

二、股东信息“(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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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安徽广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5,450,000 37.76 0 

质

押 
17,751,766 

黄金祥 
境内自然

人 
25,090,016 5.4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421,587 2.89 0 无  

翁仁源 
境内自然

人 
9,980,000 2.15 0 无  

唐杰晖 
境内自然

人 
9,947,491 2.14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天惠精选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国有法人 8,000,000 1.72 0 无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

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国有法人 7,582,583 1.63 0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智造先锋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5,739,084 1.24 0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核心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5,103,865 1.10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价值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4,999,998 1.08 0 无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安徽广信集团有限公司 175,45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75,450,000 

黄金祥 25,090,016 
人民币普通

股 
25,090,016 

香港结算中央有限公司 13,421,587 
人民币普通

股 
13,421,587 

翁仁源 9,98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9,980,000 

唐杰晖 9,947,491 
人民币普通

股 
9,947,49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天惠精选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8,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8,000,000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

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582,583 
人民币普通

股 
7,582,58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智造先锋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739,084 
人民币普通

股 
5,739,08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核心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03,865 
人民币普通

股 
5,103,86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价值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99,998 
人民币普通

股 
4,999,9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广信集团、黄金祥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的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

限售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翁仁源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 9,980,000 股，唐杰晖通过信用担

保账户持有 9,947,491 股。 

 

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