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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5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2021－035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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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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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情况，

公司尚无法判断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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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杨寿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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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778,536.56 735,873,844.81 1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097,914.19 7,695,081.96 18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082,305.44 -47,060,511.32 112.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905,357.47 31,353,049.02 103.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1 0.0133 186.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1 0.0133 186.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4% 0.17%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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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0,565,373.97 11,542,748,161.82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34,732,381.06 4,008,906,990.44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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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6.79 固定资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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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7,774.98 收到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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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5,451.52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63,772.15 营业入收支净额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93,404.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02.47  

合计 16,015,608.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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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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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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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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77% 260,018,331 0 

质押 243,620,000 

司法冻结 258,194,031 

轮候冻结 1,687,291,518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00% 46,459,663 0 

质押 6,000,000 

司法冻结 6,000,000 

轮候冻结 36,350,000 

杨寿海 境内自然人 1.40% 8,136,454 6,102,340 

质押 8,130,000 

司法冻结 8,136,454 

轮候冻结 20,025,935 

叶诗琳 境内自然人 0.99% 5,757,537 0   

天津韶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4,101,900 0   

何越赋 境内自然人 0.43% 2,470,000 0   

胡文钦 境内自然人 0.36% 2,102,600 0   

曹菊霞 境内自然人 0.28% 1,599,100 0   

王建胜 境内自然人 0.27% 1,563,500 0   

赵君 境内自然人 0.25% 1,43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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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260,018,331 人民币普通股 260,018,331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46,459,663 人民币普通股 46,45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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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诗琳 5,757,537 人民币普通股 5,757,537 

天津韶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101,9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1,900 

何越赋 2,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0,000 

胡文钦 2,102,6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2,600 

杨寿海 2,034,114 人民币普通股 2,034,114 

曹菊霞 1,59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9,100 

王建胜 1,56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3,500 

赵君 1,43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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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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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3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58194031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60018331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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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59663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000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4645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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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3763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5757537 股；天津韶

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101900 股，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41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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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599100 股；赵君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本公司股票 142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8600 股，合计持有本公

司股票 1438600 股。 

注：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 7577 万股股份已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经司法拍卖被拍出，截至本报告期末尚未

完成过户，上表中该股份仍体现在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中，该股份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完成了相关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冻结暨司法拍卖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8）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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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科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增减金额（元） 变动幅度（%） 

1 货币资金  267,622,907.78   198,108,972.32   69,513,935.46  35.09% 

2 应收款项融资  60,988,410.43   31,629,280.86   29,359,129.57  92.82% 

3 合同负债  326,685,667.09   123,396,139.92   203,289,527.17  164.75% 

4 应付职工薪酬  2,685,584.20   25,045,045.33   -22,359,461.13  -89.28% 

5 其他流动负债  25,255,013.21   9,539,356.81   15,715,656.40  164.75% 

序号 科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增减金额（元） 变动幅度（%） 

6 销售费用  23,059,490.90   33,604,574.43   -10,545,083.53  -31.38% 

7 财务费用  37,958,085.74   56,422,536.63   -18,464,450.89  -32.73% 

8 其他收益  14,577,774.98   46,803,782.71   -32,226,007.73  -68.85% 

9 投资收益  4,487,939.88   3,380,315.61   1,107,624.27  32.77% 

1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722,488.36   14,546,808.36   -17,269,296.72  -118.72% 

11 信用减值损失  3,043,770.76   21,728,506.96   -18,684,736.20  -85.99% 

12 营业利润  31,110,888.59   8,955,121.33   22,155,767.26  247.41% 

13 营业外收入  2,296,078.01   847,906.78   1,448,171.23  170.79% 

14 利润总额  33,274,660.74   9,100,340.38   24,174,320.36  265.64% 

15 净利润  19,623,496.09   5,722,705.17   13,900,790.92  242.91% 

1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097,914.19   7,695,081.96   14,402,832.23  187.17% 

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905,357.47   31,353,049.02   32,552,308.45  103.83% 

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36,157.12   -81,440,415.80   55,804,258.68  68.52% 

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729,501.14   74,047,471.79   -42,317,970.65  -57.15% 

变动原因： 

1、主要系本报告期银行承兑保证金增加所致。 

2、主要系本报告期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3、主要系本报告期预收款项增加所致。 

4、主要系本报告期发放上年预提考核薪酬所致。 

5、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同负债的待转销项税增加所致。 

6、主要系本报告期国际海运费减少所致。 

7、主要系本报告期实际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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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9、主要系本报告期联营企业收益增加所致。 

10、主要系本报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股价变动所致。  

11、主要系本报告期冲回坏账准备所致。  

12、主要系本报告期产品价格上涨、销售收入增加、营利增加所致。  

13、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保险理赔款增加所致。  

14、主要系本报告期产品价格上涨、销售收入增加、营利增加所致。  

15、主要系本报告期产品价格上涨、销售收入增加、营利增加所致。  

16、主要系本报告期产品价格上涨、销售收入增加、营利增加所致。  

17、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产品收到现金增加所致。  

18、主要系本报告期采购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19、主要系本报告期筹资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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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团队激励计划暨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无最新

进展，尚未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持股计划能否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相关公告。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无最新进展，

尚未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被质押、冻结、减持、司法拍卖、融资融券等相关事项

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相关事项及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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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及进展情况，截至本报告期末（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持有公司股票 196,2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3%。截至本报告提交日（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最新股东名册获悉，截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196,2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3%。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相关事项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控股股东、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处罚及整改、公司及子公司股权或资产被冻结

或抵押等相关事项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关于公司增资控股坤宁生物合作开发百草枯解毒剂暨签署投资框架协议事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关于重庆中邦调整有关业绩承诺和补偿事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关于公司同意香港红太阳受让洲际工业所持国羲租赁 25%股权事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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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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

有限公司、杨寿海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杨寿海承诺：本次重组后杨寿海先

生及其控制的企业将不再经营与本次拟注入

资产和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现有业务相

竞争的业务。控股股东南一农集团承诺：（1）

将不会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

事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2）将避免其全资子

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

司从事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或未

来所从事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2011

年 09

月 30

日 

详见

承诺

内容 

履行

中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

有限公司、杨寿海 

关于保持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 

南一农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南一农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

杨寿海先生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

上市公司与南一农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的独

立。 

2011

年 09

月 30

日 

详见

承诺

内容 

履行

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江苏红太阳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

和补偿措施的

承诺 

江苏红太阳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根据 2020

年 6 月 29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红

太阳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

之补充协议》约定，重庆中邦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

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36898.12 万

元。如重庆中邦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

利润总和低于 36898.12 万元，则江苏红太阳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需以现金方式对南京红太阳

2020

年 06

月 29

日 

详见

承诺

内容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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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业绩补偿，业绩补偿的具体

金额按以下公式确定：补偿现金金额=（业绩

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截至业

绩承诺期期末各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业绩

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如根据上述公式

计算的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则按 0 取值，即

乙方无需向甲方补偿。但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

回。上述承诺中所称净利润均指经具证券从业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如本协议

与原协议（即 2018 年 12 月 10 日南京红太阳

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红太阳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的《关于重庆中邦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

转让协议》和《关于重庆中邦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内容不一致，

则以本协议为准。（注：该承诺事项已经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公司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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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328 

交通

银行 

40,000.

00 

公允价

值计量 

357,557.

76 
37,511.64 0.00 0.00 0.00 

37,511.

64 

395,069.

4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603970 

中农

立华 

4,800,0

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145,843,

200.00 
-2,760,000.00 0.00 0.00 0.00 

-2,760,0

00.00 

143,083,

2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合计 
4,840,0

00.00 
-- 

146,200,

757.76 
-2,722,488.36 0.00 0.00 0.00 

-2,722,4

88.36 

143,478,

269.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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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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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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股东或

关联人

名称 

占用

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报告期

新增占

用金额 

报告期

偿还总

金额 

期末

数 

截至

2021/4/

28余额  

预计偿还

方式 

预计

偿还

金额 

预计偿

还时间

（月份） 

南一农

集团及

其关联

方 

2019

年起 

2019 年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随着国家去杠杆政策的

力度不断加强，尤其是金融机

构对民营企业拖贷、抽贷、压

贷等，银行内部授信审批流程

拉长、时间不确定，公开市场

融资愈发困难，二级市场也由

于中美贸易战、去杠杆等原因

297,56

8.47 
0 1,125.03 

296,4

43.44 

296,39

8.45 

包括但不

限于通过

现金偿

还、有价

值的资产

处置、股

权转让等

方式 

296,39

8.45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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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波动，导致南一农集团及

其关联方出现流动性危机，从

而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用

于归还其融资借款及利息、流

动资金周转等。 

合计 
297,56

8.47 
0 1,125.03 

296,4

43.44 

296,39

8.45 
-- 

296,39

8.45 
-- 

期末合计值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73.95% 

相关决策程序 不适用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的原因、责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

措施的情况说明 

2019 年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随着国家去杠杆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强，

尤其是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拖贷、抽贷、压贷等，银行内部授信审批流

程拉长、时间不确定，公开市场融资愈发困难，二级市场也由于中美贸

易战、去杠杆等原因剧烈波动，导致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出现流动性

危机，从而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用于归还其融资借款及利息、流动资

金周转等。 

发现上述情况后，公司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积极督促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尽快偿还占用资金，以消除对

公司的影响，目前相关方正在积极整改中。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合

规意识，规范公司运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防范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责

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不适用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意见的披露

日期 
2021 年 04 月 30 日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意见的披露

索引 
巨潮咨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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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