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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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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曾小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军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4,651,098,462.08 14,740,017,337.84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26,089,331.13 11,141,794,922.01 0.7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7,348,688.91 -131,673,636.1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54,919,317.81 1,023,460,408.77 6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797,518.56 -31,327,240.8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9,274,464.34 -30,554,430.6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 -0.2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0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004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68,321.52 主要系子公司 S.T.K拟退出传统

农药业务，处置相关资产取得的

收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14,099.99 主要系双甘膦项目补助资金、省

级外贸发展专项资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4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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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出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35,313.24   

所得税影响额 -624,551.74  

合计 1,523,054.2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0,58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93,195,803 28.23 0 质押 2,179,858,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 700,626,010 7.93 0 无 0 国有法人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36,053,734 4.94 0 无 0 其他 

贺正刚 412,632,000 4.6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

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

托·慧智投资 77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28,870,334 2.59 0 无 0 其他 

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

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

托·慧智投资 78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00,692,100 2.27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2,775,430 1.84 0 无 0 其他 

李双喜 34,106,600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左凤先 34,000,000 0.3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张方正 30,000,0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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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 数量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93,195,803 
人民币普

通股 
2,493,195,803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 700,626,010 
人民币普

通股 
700,62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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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436,053,734 

人民币普

通股 
436,053,734 

贺正刚 412,632,000 
人民币普

通股 
412,632,000 

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

鑫信托·慧智投资 7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28,870,334 

人民币普

通股 
228,870,334 

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

鑫信托·慧智投资 7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692,100 

人民币普

通股 
200,692,1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2,775,430 
人民币普

通股 
162,775,430 

李双喜 34,106,600 
人民币普

通股 
34,106,600 

左凤先 34,00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34,000,000 

张方正 30,00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30,000,000 

上述股东

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贺正刚持有和邦集团 99%股权，系和邦集团的控股股东，与和邦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和邦集团持有

和邦生物 28.23%的股份，贺正刚持有和邦生物 4.67%的股份，和邦集团和贺正刚为一致行动人。 

根据西部利得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慧智

投资 7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与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78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权益合并计算，为一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

比率（%）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8,647,325.93  14,746,052.04 -41.36 主要系本期收到保险赔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136,582.96  9,216,191.33 -44.27 主要系子公司以色列s.t.k.生物农

药待抵扣税金减少  

使用权资产   23,269,455.4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

按准则规定相应确认了租入资产和

负债  

应付票据   52,600,000.00  37,690,000.00  39.56 主要系本期公司开具用于购买原材

料款项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158,208,705.37  112,462,812.94  40.68 主要系本期销售状况良好，公司预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6 

 

收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6,208,467.46  11,395,432.59  42.24 主要系本期销售状况良好，公司预

收货款增加，待转销项税额同步增

加所致  

租赁负债   20,697,445.7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

按准则规定相应确认了租入资产和

负债  

库存股   698,224,643.10  520,071,632.40  34.26 主要系本期股份回购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7,407,389.27  -1,249,420.8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

价值增加及汇率波动引起的报表折

算差异增加所致  

专项储备   3,441,316.89  7,195.87 47,723.5

0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安全生产费未使

用完所致  

二、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第一季度 变动率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654,919,317.81

  

 1,023,460,408.77 61.70 主要系本期公司各产品销量增加且

销售价格上涨所致  

营业成本   1,219,023,285.28

  

 855,147,720.17 42.55 主要系本期公司各产品销量增加及

销售运费调整至营业成本所致 

税金及附加   11,183,487.47  7,470,165.60 49.71 主要系本期市场景气度大幅提升，

销售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13,373,844.26  60,188,261.98 -77.78 主要系本期将产品销售运费调整至

营业成本列示所致  

财务费用   30,307,004.82  82,518,011.24 -63.27 主要系子公司 s.t.k.汇兑损失较去

年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5,952,647.22  4,068,128.52 46.32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经营情况转好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389,320.16  -2,780,783.10  不适

用  

主要系本期供需关系改善，应收账

款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368,504.98  2,371.60 99769.50 主要系子公司 s.t.k.拟退出传统农

药业务，处置资产取得的收益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支出   200.81  1,975,515.90 -99.99 主要系上期公司对外捐赠防疫物资

所致  

所得税费用   51,277,275.75  1,033,214.68 4862.89 主要系本期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公

司利润提升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7,348,688.91  -131,673,636.1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销

售收入大幅上涨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089,987.60  -51,105,754.2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4,826,166.74   178,911,126.44 -331.86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及回购股

份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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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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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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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向好，产销两旺，纯碱、双甘膦、草甘膦、玻璃产品价格稳中有升，

预计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将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曾小平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