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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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金国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姚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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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938,508,694.33 5,577,034,612.46 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978,880,991.69 3,835,133,588.77 3.7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52,556,322.44 42.52% 3,307,863,556.44 4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7,106,351.24 -31.34% 201,082,951.47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1,409,874.39  343.38% 187,167,170.36 82.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8,608,984.36 -51.11% 754,277,078.98 292.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35.71% 0.2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25.00% 0.26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 -1.04% 5.14%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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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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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80,153.25 

主要系递延收益的摊销与收

到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所致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178,162.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07,293.7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602,6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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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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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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购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35% 182,050,800 0 

质押 179,530,000 

冻结 182,050,800 

安徽省宁国市农

业生产资料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41% 81,951,500 0   

宁国市智同产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9% 35,800,009 0   

安徽省宁国经济

技术开发区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6% 34,933,900 0   

金国清 境内自然人 3.42% 24,560,000 18,420,000   

杨六明 境内自然人 1.07% 7,698,600 0   

创金合信基金－

招商银行－湖南

轻盐创投定增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6% 6,918,223 0   

梁荣 境内自然人 0.74% 5,331,200 0   

汤耀光 境内自然人 0.74% 5,300,865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其他 0.58% 4,194,336 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2,716.84  

合计 13,915,78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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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南

方大数据100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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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182,05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2,050,800 

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

司 
81,951,50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81,951,500 

宁国市智同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35,800,009 人民币普通股 35,800,009 

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34,933,900 人民币普通股 34,933,900 

杨六明 7,698,600 人民币普通股 7,698,600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湖南轻

盐创投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6,918,223  6,918,223 

金国清 6,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40,000 

梁荣 5,3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5,331,200 

汤耀光 5,300,865 人民币普通股 5,300,86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194,336 人民币普通股 4,194,3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2016 年 10 月 21 日，公司股东宁国农资公司与产业控股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宁国农资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产业控股司尔特无限售流通股

17,953.00 万股，占司尔特总股本的 25%。2、金国清先生直接持有宁国农资公司

30.38%的股权，为宁国农资公司第一大股东，宁国农资公司持有公司 11.41%的股

权；金国清先生还直接持有公司 3.42%的股份，且自 2003 年 9 月至今一直担任公

司董事长。由此，宁国农资公司和金国清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3、未知公司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1、自然人梁荣通过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5,331,200 股；2、自然人汤耀光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300,86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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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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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20年9月30 2019年12月31 变动幅度 变动幅度说明 

货币资金  758,456,022.70  238,316,099.13  218.26% 系报告期内销量回款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989,997,876.42  710,521,890.41  39.33% 系报告期内净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77,000,905.07  82,511,099.67  114.52% 系报告期内信用销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637,109,285.03  478,840,772.06  33.05% 
系为降低战略物资供给不确定风险预付增加

所致 

应收利息 8,026,358.53   1,030,015.55  679.25% 系大额存单未到期计息增加所致 

存货  479,068,813.16  934,051,054.02  -48.71% 系产成品及原材料库存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2,573,573.95  116,784,760.15  -72.11% 系报告期销售增加，留抵增值税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162,270.87  19,279,139.27  -47.29% 系预付工程款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141,722,516.82  -100.00% 系报告期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合同负债 250,227,943.82  0.00   系期末预收款项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31,056,735.62  22,714,800.34  36.72% 系报告期末未到期税款增加所致 

利润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幅度说明 

营业收入 3,307,863,556.44  2,354,655,308.03  40.48% 系报告期内销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724,023,617.01  1,887,936,563.82  44.29% 系报告期内销量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33,787,157.04  85,272,060.12  56.89% 系新增合并范围及运营费用增加影响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19,035,277.05  -10,205,797.38  86.51% 

系参股公司亏损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9,473,797.81  6,028,818.82  57.14% 

系报告期末银行理财产品利息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8,265,664.59  -4,939,566.33  67.34% 

系报告期信用销售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60,153.31 97,578,819.56 -99.94% 

系上年同期处置了老厂区土地所致 

营业外支出 2,768,272.86  10,368,187.770  -73.30% 系报告期内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1,827,511.69  8,168,169.31  -77.63% 

系控股子公司盈利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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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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进上游硫铁矿项目建设 

2019年 6月底，公司宣城市宣州区年产 38万吨的马尾山硫铁矿已完成了该矿的所有法定手续，具备

了硫铁矿开采业务所必需的外部许可及内部条件，现已进入可正式投产出矿阶段。2020 年，公司在董事会

的带领下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重重困难，马尾山硫铁矿自 2020年 5月份来顺利投矿，并稳定开采，预计

全年产高品质硫铁矿和铅锌矿（含银、少量金、铅、锌）12万吨左右。 

2、加大“互联网+农业”领域布局 

“甜农网”是由公司打造的一款服务三农的互联网平台，一期项目目前已向公司经销商开放。通过在

安徽地区的稳定运行及推广应用，“甜农网”电商平台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现正在向全国销售区域推广应

用，平台向全国农户提供集信息咨询、产品交易、科学种田和种植预测等服务，在维护客户关系方面发挥

了平台的积极作用。 

3、建设年产15万吨粉状磷酸一铵改造项目 

公司充分利用原已建成的公用设施与磷酸优势，拟投资2,489万元在汪溪基地建设年产15万吨粉状磷

酸一铵改造项目的工程建设，项目改造完成后，将形成15万吨/年粉状磷酸一铵生产能力，保证了公司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7,167,170.36 102,627,203.19 82.38% 系报告期销售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幅度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084,291,141.19  2,046,894,554.24  50.68%  系报告期内销量回款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46,711,970.18  2,109,439,638.57  49.17% 系报告期内销量回款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920,000,000.00  202,081,244.29  850.11% 系报告期购买银行理产品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86,825.24  60,781,873.50  -99.86% 

系上年同期收到土地处置款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45,850,259.71  262,863,117.79  640.25% 系报告期购买银行理产品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100,000,000.00  1,100,000,000.00  90.91% 系报告期赎回银行理产品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79,250,730.25  1,201,646,329.57  81.36% 系报告期购买银行理产品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47,040,000.00  1,364,400,000.00  -59.91% 系上年同期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4,709.33  447,277,380.68  -100.34% 系上年同期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19,351,899.11  -299,313,827.90  -273.51% 系报告期内销量回款增加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55,612,600.40  311,966,296.69  142.21% 系报告期内销量回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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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生产用原料的周期性库存及市场供需，将有效提高公司的综合效益。 

本项目已经完成了项目备案、安全预评价、环境影响评价及能评、卫评等的审批手续，目前土建工程

已竣工，正在加紧进行设备安装，拟于2021年1月建成投产。 

4、发展生物有机肥等新型产品 

公司充分利用各类农作物秸秆及农林废弃物等生物有机质，采用与南京农业大学合作开发应用的“全

元生物有机肥制造技术”，结合公司技术研发成果，深入开展生物有机肥的生产、推广与应用。公司在原

有7个曝气发酵车间基础上再增加日100吨畜禽粪便处理能力的立式发酵罐工艺成套装置并延长后熟时间，

有效提高了有机肥的腐植化程度和稳定性，产品更安全，工艺更环保。 

2019年度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8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建设年产65万吨新

型肥料和40万吨土壤调理剂项目，促进公司生物有机肥、土壤调理剂等新型肥料规模化发展。公司为上述

品种配套的功能菌与氨基酸装置也已安装完毕，近期准备投产试用。公司现已建成的土壤调理剂涉及多个

品种，既能满足酸性土壤需求，也能满足碱性土壤的需求，能改善土壤结构，中和土壤酸碱性，持续土壤

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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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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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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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224号文核准，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规模为8亿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800万张，

按面值发行，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0,000.00万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发行手续费、律师费等发行

费用1,900.0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78,100.00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4月12日到账。上述资

金到账情况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众环验字（2019）010019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

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截止2020年9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为13,950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67,987.41万元(含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金额）。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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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70,000 50,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0,000 48,000 0 

合计 120,000 98,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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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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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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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金国清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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