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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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董事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卢柏强 董事长 因公出差 王时豪 

公司负责人高焕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庆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袁庆鸿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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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61,352.39 1,035,787,837.29 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7,287,208.92 160,293,909.41 -1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5,345,809.83 121,639,322.85 3.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838,490.27 -326,313,927.84 67.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2 0.1754 -14.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2 0.1754 -14.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5% 7.9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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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1,334,372.03 5,522,594,812.60 -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11,163,057.95 2,132,130,974.02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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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8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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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0,513.5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40,116.18  

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 4,220,033.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72,865.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39,546.21  

合计 11,941,39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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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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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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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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柏强 境内自然人 27.02% 246,957,915 195,218,436 质押 180,369,700 

深圳市融信南方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1% 115,294,059 0 质押 84,632,000 

中航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天启

（2016）55 号诺

普信员工持股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99% 45,571,867 0   

西藏林芝润宝盈

信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7% 25,343,186 0 质押 20,250,000 

卢翠冬 境内自然人 1.86% 17,013,564 0 质押 17,000,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1.32% 12,074,602 0   

王庆和 境内自然人 1.31% 12,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文体健康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4% 9,506,8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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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94% 8,550,5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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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林芝好来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6,30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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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115,294,059 人民币普通股 115,294,059 

卢柏强 51,739,479 人民币普通股 51,739,479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天启

（2016）55 号诺普信员工持股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45,571,867 人民币普通股 45,571,867 

西藏林芝润宝盈信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25,343,186 人民币普通股 25,343,186 

卢翠冬 17,013,564 人民币普通股 17,013,56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12,074,602 人民币普通股 12,074,602 

王庆和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文体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506,855 人民币普通股 9,50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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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0,558 人民币普通股 8,550,558 

西藏林芝好来实业有限公司 6,308,770 人民币普通股 6,308,7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第四大股东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生、卢叙安先生、卢翠冬女士、卢翠

珠女士和卢丽红女士控制的企业。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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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2019.3.31）  

 期初余额

（2018.12.31）  

增减额 增减率 简要说明 

货币资金        

363,200,105.33  

       

809,870,349.42  

     

-446,670,244.09  

-55.15% 主要系公司年初支付货款、归还银行

借款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981,914,144.03  

       

870,407,872.43  

      

111,506,271.60  

12.81% 主要系年初发货所致。 

其他应收款        

204,780,230.53  

       

172,009,770.45  

       

32,770,460.08  

19.05% 主要系业务员下市场差旅费用借支

以及往来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2,396,103.69  

        

21,991,573.65  

       

10,404,530.04  

47.31% 主要系陕西工厂、河南邦园、广东乡

丰、田田农园在建项目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44,391,749.14  

        

33,085,685.99  

       

11,306,063.15  

34.17% 主要是本部预付无形资产款项以及

预付投资款等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94,587,952.08  

       

563,480,513.28  

     

-268,892,561.20  

-47.72% 主要系年初发货冲减预收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5,457,628.07  

       

136,551,695.19  

      

-41,094,067.12  

-30.09% 主要系年初发放员工奖金所致。 

预计负债          

8,747,052.29  

         

5,125,233.16  

        

3,621,819.13  

70.67% 主要原因系本期退货准备是公司针

对2018年业务年度清收后发生的销

售额计提的退货准备，计提比例参考

2018年业务年度的实际退货率。 

专项储备         

12,261,214.98  

         

9,569,272.06  

        

2,691,942.92  

28.13%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山东兆丰年和

陕西标正按照当地政府要求计提的

安全生产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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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3月利润表项目分析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增减额  增减率  简要说明  

营业总收入 
  

1,100,061,352.39  

     

1,035,787,837.29  

       

64,273,515.11  
6.21% 

总体销售收入增长，主要系： 1、控

股经销商收入有较大的增长所致； 

控股经销商纳入合并报表数量由上年

同期的 23家增加至 43家，同比收入

增加 1.52亿元。  2、本部同比收入

下降 0.88亿，主要原因系 2019年春

节比 2018年延后以及一季度天气异

常，市场启动较 2018年度延缓所致。  

营业成本 
    

748,972,729.15  

       

685,195,346.84  

       

63,777,382.31  
9.31%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引起营业成本同

比增加。 

税金及附加 
      

2,346,598.47  

         

3,243,840.70  

         

-897,242.23  
-27.66% 

主要系应缴增值税减少，税金及附加

相应减少。 

销售费用 
    

100,826,495.67  

       

124,365,599.41  

      

-23,539,103.74  
-18.93% 

总体销售费用下降 18.93% ，主要系

加强管控销售费用，提升人效所致。 

管理费用 
     

63,241,491.41  

        

50,104,087.32  

       

13,137,404.09  
26.22% 

主要原因系： 

1、并表控股经销商数量增加到 43家，

2017年同期 23 家，导致管理费用的

增加。 

 

财务费用 
     

16,046,133.24  

         

5,892,505.50  

       

10,153,627.74  
172.31% 主要系公司融资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

失 

      

4,054,729.30  

         

7,736,642.90  

       

-3,681,913.60  
-47.59% 

主要系往来款计提坏帐准备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 
      

7,858,639.99  

        

42,773,571.79  

      

-34,914,931.80  
-81.63% 

主要系参转控产生的投资收益以及出

售参股公司的收益同时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

益 

       

-386,851.98  

           

-32,071.51  

         

-354,780.47  
-1106.22% 

主要系处置资产产生的损失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4,180,513.57  

         

3,043,780.00  

        

1,136,733.57  
37.35% 

主要系收到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政府补

助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149,787,223.41  

       

173,875,588.53  

      

-24,088,365.12  
-13.85%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营业外收入 
      

5,105,870.01  

         

3,877,082.54  

        

1,228,787.47  
31.69% 

主要系收到参股公司美之奥小股东经

营业绩对赌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765,753.83  

            

32,340.13  

          

733,413.70  
2267.81% 主要系增加其他支出所致。 

利润总额 
    

154,127,339.59  

       

177,720,330.94  

      

-23,592,991.35  
-13.28%   

所得税费用 
     

15,365,529.85  

        

19,381,533.64  

       

-4,016,003.79  
-20.72% 

主要系本部经营业绩下降，企业所得

税减少所致 

净利润 
    

138,761,809.74  

       

158,338,797.30  

      

-19,576,987.56  
-12.36% 主要系非经营性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37,287,208.92  

       

160,293,909.41  

      

-23,006,700.49  
-14.35%   

少数股东损

益 

      

1,474,600.82  

        

-1,955,112.11  

        

3,429,712.93  
175.42%   

 

2019 年 1-3 月现金流量项目分析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增减额  增减率  简要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4,838,490.27  

      

-326,313,927.84  

      

221,475,437.57  
67.87%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等经营性

流入的增加额大于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的等经营性流出的增

加额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7,622,383.61  

        

13,317,075.71  

     

-120,939,459.32  
-908.15% 

主要系本期进行结构性

存款等投资项目流出的

减少额小于收回部分参

股经销商的投资款、结构

性存款到期归还等投资

流入的减少额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5,572,249.51  

       

153,915,631.00  

     

-389,487,880.51  
-253.05% 

主要系银行借款到期偿

还等筹资活动项目流出

的增加额大于银行借款

等筹资活动项目流入的

减少额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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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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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累计9,495,2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9%，其中最高成交价为7.0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58元/股，合计支

付的总金额为64,320,863.1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截至2019年4月4日，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数量14,837,4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2%，最高成交价为7.0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58元/股，

成交的总金额为100,951,631.10元（不含交易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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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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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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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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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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高焕森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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