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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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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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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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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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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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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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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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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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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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年

06

月

29

日

详见

承诺

内容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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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公 允

价 值

计量

145,

843,

200.00

-2,760,

000.00

0.00 0.00 0.00

-2,760,

000.00

143,083,

200.00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自有

资金

合计

4,840,

000.00

--

146,

200,

757.76

-2,722,

488.36

0.00 0.00 0.00

-2,722,

488.36

143,478,

269.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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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568.47

0 1,125.03

296,

443.4

4

296,

3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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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45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合计

297,

568.47

0 1,125.03

296,

443.4

4

296,

398.45

--

296,

398.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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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签 署 人： 杨寿海 董事长

签署时间： 2021年 4月 2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特别风险提示：

1、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

关事项已有进行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2、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否

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进行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条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当前情况，

公司股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请投资者特别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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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投资者特别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尚无法判断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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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红太阳 股票代码 0005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畅（代）

办公地址 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 18号

传真 025-57886828

电话 025-57883588

电子信箱 redsunir@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2012]31 号《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和《2021 年 1 季度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结果》（2021年 4月 14日）， 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中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26）。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中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之化学农药制造（C2631）。

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为应对爆发性病虫草害，保障农业丰产、丰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

我国是世界农药生产、使用和出口大国。 农药常见的分类方法有：按用途分，农药分为杀虫剂、除草剂、杀菌

剂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杀鼠剂和卫生杀虫剂等；按原料来源和生产方法分，农药分为化学农药和生物农

药。 按是否能够直接施用分，农药分为农药原药和农药制剂。

报告期内，公司所在农药行业发展状况及趋势如下：

1、全球农药行业情况

2020年以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给全球农化行业发展增添了诸多不确定

性，诸如消费需求变化、产业链中断、以及持续的贸易战和汇率影响。 尽管如此，农药产品需求相对刚性，疫

情蔓延和经济衰退对农药行业整体影响有限。 根据世界农化网报道，Phillips� McDougall预计 2023年作物用

农药市场可达 667.03亿美元，2018一 2023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 3%。

随着国际农药巨头新一轮兼并重组完成，全球农药工业新的格局已经形成，以先正达集团、拜耳、巴斯

夫、科迪华为第一集团的跨国公司在农药全球市场占比份额达到 60%以上。 这些国际农化巨头的发展模式

具有科技创新、全产业链、产品种类丰富、一体化、国际化等特点。 他们主要专注于制剂生产及新产品的开

发，形成农药创制的垄断局面，从而巩固其在全球农药市场的优势地位。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方面，随着国际农药巨头的这种并购整合，长期合作的供应商数量较之前将有所

减少，上游中间体和原药供应商的市场亦将呈现逐步集中态势；另一方面，因新农药研发周期和费用上升，

非专利药比重不断上升，农化巨头在继续投入研发费用开发专利农药的同时，也扩大外包力度来提升盈利

能力，这将带动中间体和原料药龙头企业获得更多巨头客户订单，市场份额不断提升。 预期未来，具有竞争

优势的原药龙头企业的发展空间将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2、国内农药行业总体情况

农药生产过程涉及多种性质原辅料、中间产品、污染物类别多、污染相对较重，国家及各个省份均出台

了相应政策以约束、管理化工及农药企业。 国家层面，以颁布的《农药管理条例》和《2020 年农药管理工作

要点》为例，其中明确指出，在生产环节，严格准入条件，优化生产布局，控制新增企业数量，督促相关农药

企业按照规定进入化工园区或工业园区，鼓励发展高效低风险农药，淘汰高污染、高风险的落后产能，引导

农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严把农药生产许可延续关，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申请或者不符合农药生产企业

条件要求的，不予生产许可延续。鼓励企业兼并重组，退出一批竞争力弱的小农药企业。地方政府层面，以化

工及农药大省江苏出台《江苏省化工行业整治提升方案》为例，其中对化工园区数量及治理布局、新增化工

企业数目的控制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国内化工行业环保标准将持续提升，中小企业进入的难度增大，对供

给端形成长期约束，优质企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

根据 2020年 12月 18日发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是 2021 年要抓好的重

点任务，内容提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牢牢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坚

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 ，以及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提高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供给保障

能力等。

我国农药的生产能力与产量处于世界前列，产品质量稳步提高，品种不断增加，已形成了包括原药研

发、生产和销售等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 2020年，我国农药出口创下了近十年来最好历史水平，根据中国化

工报 2021 年 2 月报道，2020 年我国农药出口实现了两位数大幅增长，农药出口数量 239.5 万吨，同比增长

29.3%，出口金额为 116.8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进一步提升。

随着国内化工行业安全和环保整治工作从东部地区往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推动深化，行业领先企业安全

环保更为规范，技术改进力度及投入不断增加，生产连续化、自动化逐步升级，整体创新能力逐步提高，持续

运营能力和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强，有利于未来我国农化行业整合速度加快，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

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3、公司市场地位及主要产品情况

红太阳是一家专注绿色农药、动物营养和上下游一体的“三药 ” 中间体科研制造为主业的、以国际贸

易、农资连锁、农村云商为市场支撑的全球化、全产业链的农业生命科学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历经 31年的匠

人奋斗，不仅发展成为拥有全球“三大”“世界领先，自主可控” 的绿色农药全产业链。 位居亚洲品牌 500

强，中国专利百强。 形成了从“基础原材料 +中间体 +原药 +制剂 +国内外市场”的排它性核心竞争力优

势，而且成为带动“万家”中小企业、超“10万”人就业的拥有“五大”行业壁垒的责任担当企业。

（二）公司主要产品类别相关情况如下：

类别 产品 用途及客户或客户群

中间体

吡啶、3- 甲基吡啶、 联吡啶、3- 氰基

吡啶、三氯吡啶醇钠、乙基氯化物、2,

3-二氯吡啶等

重要的三药中间体，被广泛应用与农药、医药、兽药生产；主要面

向国内外农药原药及制剂企业、医药和兽药相关企业

除草剂 百草枯、敌草快、草铵膦（在建）等

全球应用广泛的非选择性灭生除草剂； 主要面向国内农药原药

及制剂企业、国际农化跨国公司和外贸公司

杀虫剂 毒死蜱、吡虫啉、菊酯类等

高效、广谱、安全的杀虫剂；主要面向国内农药药原药及制剂企

业、国际农化跨国公司和外贸公司

杀菌剂 咪鲜胺（在建）等

高效、安全的咪唑类杀菌剂；主要面向国内农药药原药及制剂企

业、国际农化跨国公司和外贸公司

动物营养 烟酰胺等

烟酰胺（VB3），可用作饲料和食品添加剂等；主要面向国内外

维生素产业链公司和外贸公司

（三）主要产品工艺流程及市场竞争力

公司是国内第一家通过自主研发，实现吡啶碱产业化合成的农药内资企业，实现了内资农药企业在含

氮杂环类农药产业链上的突破，打破国外跨国公司半个多世纪的垄断。公司拥有目前行业内最完整、规模最

大的吡啶碱产业链，产业链内已经开发的终端农药产品包括百草枯、敌草快、毒死蜱、吡虫啉等，中间体产品

包括 3- 氰基吡啶、烟酰胺、2,3- 二氯吡啶等。 其中公司核心产品吡啶碱、百草枯产能位居世界前列，敌草

快、毒死蜱产能位居国内前列。 除此之外，公司吡啶碱产业链还拥有广阔的产品开发和拓展空间。

吡啶及吡啶主要衍生物产业链示意图

1、公司吡啶碱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2、公司百草枯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3、公司敌草快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4、公司毒死蜱三氯乙酰氯法（左）和吡啶氯化法（右）工艺流程

5、公司吡虫啉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6、公司烟酰胺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7、公司 2,3- 二氯吡啶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四）公司主要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

化学农药行业属于精细化工产业，农药中间体、农药原药合成和制剂加工构成了完整的农药产业链，如

下图所示：

（五）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市场规则和运作机制，独立进行

经营活动。

1、研发模式

公司技术中心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要，成立新产品研发小组，由研发小组对产品进行可行性调研并编

写产品可行性调研报告。 产品可行性调研报告审批通过后，由技术中心指定的产品研发人员根据新产品的

设计和开发输入的要求，结合具体产品开发需要，确定设计开发流程，制订产品设计和开发计划书。 设计和

开发的立项评审采用会议的形式进行，由技术中心组织安全、环保、质量等成员对产品设计和开发计划书和

产品可行性调研报告的内容进行充分性和适宜性评审，通过后由公司相关负责领导或其指定人员批准。

2、采购模式

公司设有采购部门，负责原辅材料和生产设备统一向国内外厂商采购。采购部门根据整体生产计划，确

定原辅材料最佳采购和储存批量，统一负责编制采购计划。采购部门建立了原料供应商评价制度，定点采购

原料，建立诚信档案。对大宗物资、设备、仪器采用招标采购方式，对基础原辅材料根据质量体系要求经多方

比较评价后定点采购。 公司上线了“云采购” 线上采购系统。 具体模式为，公司根据预先建立的供应商评价

制度筛选确定 “云采购”系统合格供应商库；公司及各子公司采购部门根据整体生产计划编制相应的采购

计划，并在“云采购” 系统中发布采购需求；相关采购品的供应商在“云采购” 系统中应答采购需求并进行

报价；公司最终通过比选确定该次采购的最终供应商，实施采购计划。

3、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以单定产为主、以市场预期为辅确定生产任务的生产模式。 生产管理部门根据已签订合同的

产品品种及交货期和对未来市场的预期，提前一定时间通知生产车间安排生产计划。

4、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渠道分为国际销售和国内销售。国际销售：主要以自营出口为主，出口对象包括国际农化企

业和国际经销商。 国际农化企业主要是国际第一和第二方阵的农药巨头，其购买公司原药直接制成制剂销

售给农场和客户；国际经销商购买公司产品包括原药和制剂，制剂直接销售给农场和客户，原药则销售给农

化企业制成制剂。公司部分产品也采取代理出口的模式，销售对象是国内的外贸公司，其将从公司购买的原

药和制剂直接出口，销售给国际农药企业或经销商，然后再分销给农场和客户。 国内销售：主要以直接销售

为主，农药原药产品直接销售给农药企业，农药企业再将原药制成制剂销售给最终客户；农药制剂产品一方

面通过公司销售部门或农资连锁销售点直接销售给农场和农户，同时，部分农药制剂产品也采取经销商模

式销售，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省、市、县级经销商，省、市、县级经销商再进行分销，最终销售给农场和农户。

（六）公司核心竞争力分析如下：

历经 31年匠心奋斗积累、尤其是通过近十年来利用生化技术 +数字化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药，创造

了公司“六大”核心竞争力优势。

一是，创造了从产品科研设计到产业化的技术创新核心竞争力优势。

完成了排它性“三大” 绿色农药产业链技术创新的整体产业化体系布局建设。 创建了以公司中央技术

研究中心为核心的、以各生产型子公司技术中心和与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合作的技术中心为“二大” 支撑

的“一心二翼”科研创新平台组织体系。 现拥有国家级研发平台“4家” ，省级研发平台“8家” ，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8 家” ，市级以上研发平台“6 家” 的多维度立体化从产品科研设计到产业化的科技创新完整组织

体系。 实现了“在产一代，研发一代，规划一代”的技术研发立体结构。 现拥有技术人员 651名，拥有国家专

利 5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达到 80%以上，专利产业化率突破 90%以上。

二是，创造了“世界领先，自主可控”“三大”核心竞争力产业链。

31年专注，创造了“世界领先、自主可控、循环经济” 三大绿色农药产业链 20 种全球“话语权” 产品的

从科研、制造、市场、团队和成熟产业化生产基地的系统布局。是保证未来实现量质“双高”可持续发展的实

力所在（附三大产业链图示）。

附，自主可控、循环经济“三大” 绿色农药产业链示意图

三是，正在新建的二大“三新”（新产品、新工艺、新模式）绿色产业化数字科研生产基地的核心竞争

力。

全部完成了“二大”具有未来核心竞争力的数字化高科技生产型子公司的规划布局，并有望“二大” 颠

覆全球的新工艺，新工程化敌草快二氯盐、草铵膦等新项目基地正积极推进中。

其一，利用重庆长寿国家级化工园的成熟土地、主原材料、上下游配套、特殊政策和营商环境等优势，正

在新建的具有自主可控、变废为宝、循环经济等“三新”产业数字化、产品国际化的草铵膦、L- 草铵膦、咪鲜

胺等项目，投产后将给公司带来新的增长点。

其二，利用安徽东至省级化工园的特殊区位、成熟土地、主原材料、上下游配套、政策和环境容量的等诸

多资源优势，新布局在建的“世界首创，自主可控”“四大” 完整产业链（敌草快二氯盐产业链，新拟除虫菊

酯产业链，新生化烟碱类产业链和第五代氯虫苯甲酰胺类杀虫剂）已基本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其中，首期年

产万吨级敌草快二氯盐项目正在抓紧实施。

待上述二大“三新” 数字化绿色高科技子公司建成投产后，将对公司规模、效益、全球核心竞争力产生

“颠覆性”变革。

四是，“七大”制造型高科技子公司将全部实现数字化工厂的核心竞争力。

历经五年，利用数字化 +生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仅完成了“五大”成熟制造子公司数字化工厂升级

改造，并已获得省级以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示范企业，其中，安徽国星已获得国家级“两化” 融合示范单

位。 而且还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全国质量标杆、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和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等称号。

同时新建的“二大”“三新”产业子公司全部按照数字化工厂建造。

五是，拥有“立体”人才结构的特行员工团队的核心竞争力。

面对数字经济的变革，完成了公司组织重构、流程重造、人才重配、制度重建的优化布局。自主培养了五

年以上能与红太阳共担当、同命运的人才团队 3195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占 54.12%，研究生及以上占 5.92%。

目前从科研技术到产业化生产、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从管理到数字化转型升级各主要业务单元，基本实

现了“60后”主控、“70后”主战、“80后”主攻的人才梯队布局。 为未来红太阳的量质“双高” 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人才团队的保障。

六是，取得了“三大行业壁垒”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取得了国内外技术、市场、品牌等“三大壁垒”（特行许可）近三千件。 其中：

①创造了覆盖全球主要农业大国市场渠道网络，拥有全球直接企业客户群近“万家” 。 其中，国内已覆

盖 20多个省千余个县（区）。 取得国内外“市场壁垒”许可（通行证）超千件。

②已申请专利 800余件，其中发明专利占 80%以上，专利产业化率超 90%以上。

③创造了“小行业大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农药虽是小行业，但事关国计民生，红太阳“品牌”已位居世

界农药规模 12强、制造八强、亚洲品牌 500强、中国农药品牌十三连冠、建国 70 年 70 品牌、世界知名品牌。

位居中国企业专利、品牌百强和专利、市场准入、特行许可、制造厂点行业首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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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021,995,

202.84

4,614,454,

469.63

4,614,454,

469.63

-12.84%

5,908,271,

416.09

5,908,271,

41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3,813,

433.59

-340,045,

478.92

-340,045,

478.92

54.77% 636,676,441.30 636,676,44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6,092,

446.65

-369,963,

677.16

-369,963,

677.16

28.08% 497,422,714.21 497,422,714.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1,238,358.59

1,464,507,

715.40

1,464,507,

715.43

-84.21% 377,641,081.18 377,641,081.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65 -0.586 -0.586 54.78% 1.096 1.09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65 -0.586 -0.586 54.78% 1.096 1.0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4% -7.67% -7.67% 4.03% 13.65% 13.65%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1,542,748,

161.82

13,801,586,

791.41

13,801,586,

791.41

-16.37%

13,369,402,

753.51

13,330,520,

03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008,906,

990.44

4,487,527,

592.87

4,487,527,

592.87

-10.67%

4,637,629,

042.11

4,580,936,

482.6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调整前期未分配利润差错。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35,873,844.81 1,261,933,481.07 969,027,045.67 1,055,160,83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95,081.96 58,960,205.55 29,158,872.07 -249,627,59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060,511.32 49,135,569.17 26,861,103.16 -237,156,285.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53,049.02 54,716,183.04 35,886,191.33 109,282,935.2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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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3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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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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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0% 261,926,431 0

质押 243,620,000

司法冻结 258,194,031

轮候冻结 1,659,58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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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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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 5,38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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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文钦 境内自然人 0.35% 2,056,900 0

曹菊霞 境内自然人 0.28% 1,632,200 0

赵君 境内自然人 0.25% 1,438,600 0

王建胜 境内自然人 0.24% 1,380,000 0

陈璞 境内自然人 0.23% 1,308,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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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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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24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59604031 股，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61926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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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1863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5385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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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1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632200 股；赵君过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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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璞过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308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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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9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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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

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公司虽然遇到了突如其来的中国连全球新冠肺炎“爆发” 。 先后引发超 50多个国家封港，导致

物流、人流先国内后国际严重受阻；尤其是对于一个出口额占销售总额 70%的国际化企业来讲，其可谓是

“雪上加霜” 。同时，公司又遭遇主要市场南美，非洲、东南亚部分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国内安全环保“风暴”

日趋加紧等众多“叠加”危机的严重挑战，但公司历经多措并举奋斗，仍然实现营业收入 402199.52 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 12.84%，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净利润 -15381.34万元，同比上年减亏 18623.20 万元，突出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分析 2020年亏损的主要原因：

一是，2020年，已全球化的红太阳（出口值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70%以上）。 受全球突如其来新冠疫

情爆发，且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等不利因素影响，导致公司主要“五大” 生产基地复工、复产受到限制；

物流，人流受阻，致使销量下滑，成本上升，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冲击。

二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 2020年全球部分国家，尤其是公司主要市场南美、东南亚、非洲等部分国家

货币大幅波动贬值，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出口效益下滑。

三是，根据会计准则的谨慎性原则，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和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等 10635.03万元。

四是，公司聚焦核心主业，积极推进新产品技术研发和升级，导致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3394.08万元。

（二）2020年取得了逆势创新发展的良好成果。

2020年，虽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多难的“叠加” ，但我们通过“聚焦优势，自强自立，奋发的拼搏” ，仍然

取得了如下良好创新发展成果：

一是，用模式机制创新，及时化解了全球疫情爆发的影响。 根据公司核心科研制造生产中心人员多，产

品多，产业链长，管理半径大，跨度大（分布“四省五地” ）的实际，及时采取了“因地施策，分灶吃饭，独立运

营，灵活应变”的“五统一分”新模式新机制。 不仅保证了各产业子公司复工复产，而且很好地与全球有关

国家和有关港口建立了友好通关的合作关系，保证了货物运输受阻影响到最低。

二是，用管理创新将日趋加大的环保安全“风暴”影响减少到最低。 今年以来，通过推行以“增产降本，

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三大举措，实现技术、环保、安全、生产、成本等捆绑式管理创新升级。 取得了在日趋加

大的安全环保高压下，依然保持公司“产高本降”的良好发展趋势。

三是，用成功创造的“三大”颠覆全球绿色新农药项目落地推进的技术成果，提振了公司团队和市场客

户的信心。

①2020年，在上年完成了颠覆全球灭生性除草剂草铵膦新工艺的同时，又取得了此产品工程化技术、成

本、质量等“三大” 技术突破，并已完成前期基础“配套工程，土地所有权，环许，安许，工程设计” 等前期政

府批准的合法手续。

②2020 年，成功完成了替代百草枯新绿色农药“敌草快二氯盐” 新化合物小试、工业化小规模生产中

试。并获得国家注册登记，而且已获得发明专利。同时已获得安徽池州市项目立项，环评、安评等前期全部合

法新建手续。 现基础配套、车间、科研质检工程、数字化控机已基本完成。

③2020 年，我们成功完成了“人称” 氯虫苯甲酰胺农药“芯片” 的重要中间体“2,3- 二氯吡啶” 新工

艺，新工程化技术的重大突破，并正在推动实施技改升级工作。

同时，与之配套的下游第五代氯虫苯甲酰胺类农药业已完成小试、工业化中试。

四是，市场营销创新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不仅深层次与中国农资流通国家级主渠道中国农资集团旗下

上市公司中农立华强强联合，抱团“出海” ，创建了以农药出口为主体的国际化的中农红太阳，取得了事半

功倍的效果，而且搭建了以自我“国际贸易、中农红太阳、外贸代理、国内直销、农资连销、农村云商” 的立体

营销新渠道，打通了红太阳绿色农药通向全球“工厂客户” 和“终端市场” 的各个节点，大幅提升了红太阳

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一举改变了由过去“先货后款”的传统营销模式，实现了“先款后货”的新模式。很好地

还化解了公司资金紧张的危机。

五是，责任担当赢得了公司良好的社会和市场形象。 2020年，我们在通过整合制造优势，积极参加抗击

国家疫情爆发的行动，快速在“四省”取得了“四大”主要制造基地“84消毒液”的生产资质，不仅满足了国

家抗疫物资需求，而且带动了“四大”制造基地快速复工复产和打通了道路运输的障碍，受到了国家抗疫物

资领导小组的嘉奖。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下转 B52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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