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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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656,119.30 453,989,852.13 -4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549,536.97 11,335,610.93 -76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8,661,512.41 8,853,357.64 -988.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505,552.93 84,002,176.66 -116.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008 -7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 0.008 -6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 0.36%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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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7,893,175.48 5,414,840,419.50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98,649,145.64 2,774,288,945.07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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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0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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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2,0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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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9,865.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46,701.1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3,092.03 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减：所得税影响额 -3,555,7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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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9,796.16  

合计 3,111,97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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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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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30,595,320 0   

唐中义 境内自然人 0.84% 12,606,576 0 质押 12,600,000 

朱立国 境内自然人 0.51% 7,750,000 0   

赵辰 境内自然人 0.43% 6,528,160 0   

余秋芬 境内自然人 0.40% 5,967,980 0   

刘海涛 境内自然人 0.35% 5,229,811 0   

高文新 境内自然人 0.31% 4,649,100 0   

张劲松 境内自然人 0.29% 4,343,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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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30,595,32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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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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立国 7,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750,000 

赵辰 6,528,160 人民币普通股 6,528,160 

余秋芬 5,967,980 人民币普通股 5,967,980 

刘海涛 5,229,811 人民币普通股 5,229,811 

高文新 4,649,100 人民币普通股 4,649,100 

张劲松 4,343,900 人民币普通股 4,34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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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 131,367,931.09 42,794,618.19 88,573,312.90 206.97% 主要系公司部分车间复产，采购

业务增加，银行票据结算业务增

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7,039,187.50 44,055,152.78 -17,015,965.28 -38.62% 主要系本期支付到期的长期应

付款和长期贷款所致 

营业收入 261,656,119.30 453,989,852.13 -192,333,732.83 -42.37% 主要系公司前期受停产和新冠

疫情影响，收入同比减少 

销售费用   16,870,607.34    25,948,927.77   -9,078,320.43      -34.99%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减

少所致 

投资收益 11,505,760.87 6,188,939.85 5,316,821.02 85.91% 主要系本期金融资产分红及对

联营企业投资权益法下确认的

投资损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7,050,365.28  2,167,240.12   -9,217,605.40  -425.32% 主要系本期坏账准备计提增加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4,177.15 -180,108.69 214,285.84 -118.98% 主要系处置长期资产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505,552.93 84,002,176.66 -97,507,729.59 -116.08% 主要系公司前期受停产影响收

入减少和部分车间复产，采购业

务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931,975.43 -81,149,731.74 47,217,756.31 -58.19% 主要系定期存款及承兑保证金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053,327.81 16,433,563.30 -6,380,235.49 -38.82% 主要系本期公司银行融资金额

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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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因违反环保法规而停产或被诉讼和立案情况 

1. 2018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因违反环保法规而被责令停产，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具体车间 停产时间 停产原因 复产时间 

本公司 制剂车间（J10、I10、 

I51） 

2018年5月9日 因存在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雨

水管沟排放高浓度有毒有害生

产废水、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等问题被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

护局责令停产整治。 

2018年9月26日 

制剂车间（J30、J71、

J80、J81） 

2018年11月19日 

合成车间（B50、B60、 202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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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0、C10、C20、C30、

B30） 

[注] 

合成车间（B70、E10、

C50） 

2019年1月3日 

[注] 

其他车间 尚未复产 

江苏科菲特公司 公司整体 2018年5月9日 因环保配套设施未经验收、 

非法填埋危险废物等问题被盐城

市大丰区环境保护局责令停产整

治。 

尚未复产 

[注]：2019年1月2日，依照江苏省环保厅《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及省环保厅282号文的精神，盐

城市大丰区环境保护局对公司环保问题整治情况及合成车间（B50、B60、B70、E10、C50、C60、C10、C20）复产情况在大丰

区人民政府网 “信息公开”栏下的环境保护局链接网站进行了公示，同时，公司在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护局及大丰港石化

新材料产业园进行了相关复产备案，上述车间已在2019年1月3日正式恢复生产。 

后因所在园区集中供热公司盐城市凌云海热电有限公司对其蒸汽管网全线进行安全监测、检修，辉丰股份公司于2019

年4月18日起对原药合成车间进行临时停产，故上述车间重新进入停产状态。 

2020年3月3日，公司收到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产品复产事项的批复》：原则同意公司部分产品恢复生产，具体产品为：年产3000吨咪鲜胺项目、年产500吨咪鲜胺铜盐、

年产500吨咪鲜胺锰盐、年产1000吨二噻农原药项目、年产1000吨抗倒酯项目、年产1000吨联苯菊酯项目、年产900吨烯酰吗

啉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涉及的车间为B50、B60、C60、C10、C20、C30、B30。公司于2020年3月5日起逐步投料生产。 

2. 对环保违法、停产而计提预计费用和资产减值准备 

本公司及子公司江苏科菲特公司于2018年被政府部门责令停产整治，要求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管控与修复。公司已

实施环境管控与修复工作，于2018年度计提环境管控与修复费用109,670,314.98元，并计提与诉讼案件相关的环境污染赔偿

及罚款支出12,860,554.25元。2019年度，公司实际已发生环境管控及修复费用21,012,208.65元，转销环保诉讼案件相关的

罚款支出3,849,563.49元。 

3. 采取的措施 

(1)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要求进一步整改、提升，争取尽快实现全面复产，并积极推动部分子公司的复产工作。对于

复产情况，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2) 本公司积极与金融机构进行协商争取提高融资授信额度。 

(二) 其他停产和立案调查 

1. 2018年度，部分子公司因所在园区整体整治要求而被责令停产，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具体车间 停产时间 停产原因 复产时间 

嘉隆化工公司 公司整体 2018年4月28日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政府根据省市

政府关于灌河口突出问题整治要

求，决定灌南县堆沟港镇化学工

业园区内的企业一律停产整治 

尚未复产 

连云港致诚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整体 2018年4月28日 尚未复产 

2. 2018年8月15日，江苏科菲特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沪证专调查字2018073号），因江苏科菲特公司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调查仍在进行中。 

（三）其他 

2019年1月10日，本公司与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有关资产收购的谅解备忘录》，拟出售持有或控制的与农用化学品

或农化中间产品的研发、生产、制剂、销售以及市场营销相关的资产。 

2019年11月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迪拜植保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的议案》，同意将持有的上海迪拜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股权转让尚未

最终完成。 

2020年2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迪拜植保有限公司部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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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将原约定的安道麦或公司有权因任何一项交割条件未满足而发出书面通知终止《股权购买协议》

（如适用）的日期由2020年2月29日延长至2020年6月30日。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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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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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20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7,500 至 0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7,277.8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主要因为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尚未全面复产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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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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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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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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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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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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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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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20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六、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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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