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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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金波先生、财务总监田春磊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赵朝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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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7,870,174,057.49

9,829,692,773.14

81.80%

59,136,325.01

-163,659,414.65

136.13%

103,662,253.19

-110,663,626.09

193.67%

-217,869,955.55

-107,685,253.38

-102.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30

1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30

1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6.06%

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上年度末

减

总资产（元）

8,108,169,351.87

6,614,086,516.44

2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10,380,114.05

2,640,159,069.96

2.6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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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56,080.17
主要是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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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
16,557,551.35

产）及其子公司收到的产业转型
升级政府专项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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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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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部分子公司于报告期从事电
-83,850,9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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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损益。

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子交易、期货交易等业务实现的

1,425,634.93
-12,533,899.30
-8,651,8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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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4,525,92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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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17,735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远大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连云港金控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17%

209,522,100

0 质押

国有法人

17.13%

87,161,400

0

数量
76,900,000

马敏

境内自然人

1.36%

6,922,693

0

金波

境内自然人

1.34%

6,818,381

6,818,381

吴向东

境内自然人

1.20%

6,121,676

6,121,676

许强

境内自然人

1.14%

5,787,257

5,787,257 质押

5,7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5,750,253

5,750,253 质押

5,750,253

其他

1.05%

5,359,000

0

石浙明

境内自然人

0.91%

4,611,447

4,598,247

朱玲

境内自然人

0.80%

4,079,704

0

宁波至正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毓璜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毓
璜亿保丰壹號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9,522,100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209,5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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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7,161,400 人民币普通股

87,161,400

6,922,693 人民币普通股

6,922,693

5,359,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59,000

朱玲

4,079,704 人民币普通股

4,079,704

朱培元

3,761,148 人民币普通股

3,761,148

陈泽再

3,402,262 人民币普通股

3,402,262

陈振强

3,060,1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0,100

周久霞

2,796,590 人民币普通股

2,796,590

倪洁

2,20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2,400

马敏
上海毓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毓
璜亿保丰壹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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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表项目
货币资金

期末余额（元）
2,669,335,086.96

期初余额（元）
1,818,490,232.89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46.79% 主要原因是本期理财赎回导致期末
资金较期初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790,507,548.57

1,323,617,958.90

-40.28% 主要原因是本期理财赎回导致期末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

其他应收款

83,310,461.79

255,955,415.33

-67.45%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保证金及押金
导致期末余额减少。

存货

1,994,698,058.59

929,866,303.28

114.51% 主要原因是预期商品价格上升，增加
存货储备。

固定资产

193,616,645.71

112,630,237.15

71.90% 主要原因为本期购置办公楼所致。

短期借款

952,415,296.48

327,130,623.79

191.14% 主要原因是本期银行借款增加，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33,050,005.56

7,863,503.91

320.30% 主要原因是买卖非金融项目合同浮
动亏损部分较期初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52,296,959.12

104,896,858.76

-50.14% 主要原因是期末衍生品浮动亏损部
分较期初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1,857,796,262.45

1,358,101,932.15

36.79% 主要原因是受行情等因素影响本期
采购量上升，期末应付款项同比增
加。

应交税费

69,920,743.73

21,481,473.85

225.49% 主要原因是一季度预提的企业所得
税大于上年四季度。

其他应付款

13,241,142.91

27,386,767.72

-51.65% 主要原因是期末保证金及押金较期
初减少所致。

合同负债

1,120,587,274.63

718,569,602.70

55.95% 主要原因是期末签订的销售合约大
于期初，按合同约定比例收取的预收
款项相应增加。

2、合并利润表项目
报表项目
营业收入

本期发生额（元）
17,870,174,057.49

上年同期发生额（元） 变动比例
9,829,692,773.14

变动原因

81.80%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受到新冠病毒
疫情的影响，主营商品市场需求和价
格均大幅下降。

营业成本

17,463,783,102.05

9,746,232,250.90

79.18%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受到新冠病毒
疫情的影响，主营商品市场需求和价
格均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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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110,498,211.76

54.62%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受到新冠病毒
疫情的影响，主营商品市场需求和价

71,463,948.41

格均大幅下降。
投资收益

-12,108,344.04

76,709,084.9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1,742,595.86

-13,739,462.11

-115.78% 主要原因是本期衍生品平仓亏损。
-422.16% 主要原因是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和
衍生品浮动亏损净额大于上年同期。

资产减值损失

-49,006,594.00

68.64% 去年同期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156,260,780.95

主营商品市场价格均大幅下降，计提
了较多的资产减值准备。
归属于 母公 司股 东的

59,136,325.01

-163,659,414.65

136.13% 去年同期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发生的

净利润

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超出预期，导致
大宗商品市场的表现与公司经营策
略出现较大偏差，经营出现亏损。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本期发生额（元）
-217,869,955.55

上年同期发生额（元） 变动比例
-107,685,253.38

-102.32% 主要原因是本期商品采购支出同比

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变动原因

增加。
122,802,991.70

293,411,583.34

-58.15% 主要原因是本期期货出金同比减少。

527,873,518.48

289,191,714.60

82.53% 主要原因是流动资金贷款到期还贷

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金额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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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6年度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因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未实现，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需向公司进行补偿。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未实现的补偿实施方案（修订稿）》, 根据补偿实施方案，补偿分两次进行：第
一次补偿，公司应回购注销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所持公司股份55,759,636股，
收回注销股份以前年度分配的现金股利共计18,205,521.15元；第二次补偿将在远大石化有限公司涉嫌操纵
期货市场案有最终的司法判决结果后进行，最终的补偿数量将根据案件最终的司法判决结果进行相应的调
整。截止到报告期末，第一次业绩补偿已经完成。
鉴于远大石化有限公司涉嫌操纵期货市场案已有最终司法判决结果、公司根据判决结果计算出宁波至
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最终应补偿的总金额（含资产减值测试补偿）的情况，经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2021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1年2月24日审议批
准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未实现的第二次补偿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第二次补偿
方案，公司应回购注销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33,934,438股，并
收回注销股份以前年度分得的现金股利11,079,594.01元。2021年3月3日，公司完成了对宁波至正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所持公司股份33,934,438股的回购注销手续；截至2021年3月25日，宁波至正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已向公司返还注销股份以前年度分配的现金股利共计11,079,594.01
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已履行完毕全部业绩补偿义务。
2、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控股70%的子公司远大石化有限公司因严重资不抵债于2020年11月向人民
7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8日裁定受理远大石化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
指定破产管理人，目前破产程序尚在进行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

2018 年 06 月 22 日

绩承诺未实现的补偿实施方案>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等，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

2018 年 08 月 01 日

绩承诺未实现的补偿实施方案（修订
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2018 年 08 月 17 日

告》等，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第一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

2018 年 12 月 22 日

销完成情况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第一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

2019 年 04 月 11 日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

销完成的公告》等，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未实现的补偿实施方案（修订稿）》暨关
《关于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金

联交易事项
2019 年 08 月 16 日

波等 25 名自然人未在承诺期限内履行完
毕业绩补偿实施方案的公告》等，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十二次会议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决议公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

2021 年 02 月 06 日

诺未实现的第二次补偿方案>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等，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2021 年 02 月 25 日

告》等，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第二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

2021 年 03 月 05 日

销完成情况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子公司远大石化有限公司拟

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

2020 年 11 月 20 日

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等，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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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远大石化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的进展公告》，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12 月 1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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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关联关 是否关
作方名

系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称

衍生品
投资初 起始日 终止日 期初投
始投资

货股份
有限公

无

否

商品期
货

503,070
.65

司等
兴证期
货有限 无

否

公司等
工商银
行等
合计

无

否

商品期
权

远期外
汇

期

期

资金额

金额

鲁证期

报告期 报告期 值准备
内购入 内售出
金额

2021 年 2021 年
01 月 01 03 月 31
日

日

24.63 01 月 01 03 月 31
日

.86
761,276

金额
（如

金额

资金额
期末投 占公司
资金额 报告期
末净资

有）

501,683 8,407,8 8,295,2
.78

00.67

24.63

842.56

2021 年 2021 年

258,180

期末投

计提减

2021 年 2021 年
01 月 01 03 月 31

258,180 183,105 180,031
.86

日
--

1,047.9

实际损
益金额

产比例

655,506
.3

123.65

224.90%

5,371.7
7

0.04% 181.09

7

日

日

66.66

报告期

--

.52

.88

759,889 8,591,7 8,476,3

247,832
.8

85.03%

-1,099.
43

903,462 309.97% 4,453.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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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营运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7

48.75

46.51

.75

3

2020 年 12 月 11 日

2020 年 12 月 30 日
（一）主要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
期货等衍生品行情变动较大时，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交易损失。
2、流动性风险
期货等衍生品交易按照相关制度中规定的权限下达操作指令，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
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甚至因为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
3、信用风险
在产品交付周期内，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周期大幅波动，客户主动违约而造成公司子公
司期货等衍生品交易上的损失。
4、操作风险
由于无法控制或不可预测的系统、网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
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5、政策风险
期货等衍生品市场的法律法规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带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来的风险。
6、法律风险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违反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的风险。
风险、法律风险等）

（二）风险控制措施
1、选择具有良好资信和业务实力的期货经纪公司作为交易通道
公司子公司各业务单元需要开立期货账户时，由业务单元填写申请上报业务单元总经
理审批，并报运营管理中心备案。如果选取的期货经纪公司注册资金小于 1 亿元人民
币或需要开通场内期权交易权限，还须经总裁审批通过后方可办理合同签订和开立账
户事宜。
2、建立衍生品业务管理流程
公司子公司的衍生品投资有严格的业务管理流程，主要从交易的账户开立、岗位设置、
申请审批、操作执行、资金划拨、风险监控、会计核算等几个主流程来进行衍生品投
资的风险管理。
3、建立止盈止损机制
公司子公司有严格的止盈止损机制，对衍生品交易的总头寸及最大回撤比例进行设定。
各业务单元的交易员可在权限额度范围内进行衍生品的建仓、平仓、交割等交易，但
是在交易过程中一旦亏损超出权限额度的一定比例，则会被要求平仓，如果交易员不
及时平仓，则公司子公司分管交易的总裁将根据风险预警信息强制平仓。
4、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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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子公司在进行衍生品交易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严于交易所的认定标准对
所有的期货交易账户进行实控关联，一旦发现某一合约的单边持仓接近交易所的持仓
上限规定，立即要求业务部门做平仓处理，并通过分品种授权交易的方式来避免自成
交。
一、公司已投资的衍生品本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 49,754,099.39 元，公司从事
衍生品投资选择的交易所和交易品种市场透明度大，成交活跃，流动性较强，成交价
格和结算价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二、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衍生品价值，是按会计准则所要求的：假定市场参与者在计
量日出售资产或转移负债的交易，是在当前市场条件下的有序交易。当不存在主要市
场的，则假定该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最有利市场进行。在相关假设中，公司选择
的市场参与者须同时具备：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1、市场参与者相互独立，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2、市场参与者熟悉情况，能够根据可取得的信息对相关资产负负债以及交易具备合理
的认识；
3、市场参与者应当有能力并自愿进行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交易。公司对商品期货和商品
期权衍生品的公允价值计量所使用的输入值是第一层次，即：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
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对远期外汇采用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计量，
即直接（即价格）或间接（即从价格推导出）地使用除第一层次中的资产或负债的市
场报价之外的可观察输入值。当需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时，公司所使用的
估值模型主要为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和市场可比公司模型等；估值技术的输入值主要包
括无风险利率、基准利率、汇率、信用点差、流动性溢价、缺乏流动性折价等。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
化。
1、公司子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公司子公司已就衍生品投资业务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和规则，并建立相应的组织机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构和业务流程，内控程序健全。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3、公司子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
规模。
综上所述，公司子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符合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
在依法依规经营的情况下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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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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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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自有资金

合计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122,600

64,600

0

122,600

6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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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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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报告期经营情况概述
1、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8.70 亿元，同比增长 81.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13.63 万元，同比增长 136.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10,366.23 万元，
同比增长 193.6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1,787.00 万元，同比减少 102.32%。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的纵深发展，各国政府为了遏制经济进一步下滑，均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受全球货币宽
松和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在经过 2020 年初的非理性下跌后逐步企稳回升，公司的经营
策略也逐步显现效果，从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始主营业务连续实现盈利。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延续了 2020
年第二季度以来良好的经营态势。
2、产业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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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发布日，公司已经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福建凯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辽
宁微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拟收购福建凯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凯立）
85.1166%股权和辽宁微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微科）100%股权，并决定出资 100 万元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共同设立生态农业研究与发展中
心（以下简称：研发中心）
。
福建凯立是一家从事生物农药原药和生物农药制剂研发、生产、销售与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独家拥
有中生菌素原药专利。福建凯立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以中生菌素原药为核心，利用生物活体发酵产物所具有
的抑制病原细菌蛋白质合成、抑制病原真菌孢子萌发、菌丝生长等功能，实现对农业有害生物的靶向抑制
及灭杀，主要防治对农作物生长有害的细菌等病害。同时，制剂产品也可以对农作物起到一定的助产、增
产作用。
辽宁微科是一家从事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研发、生产、销售与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独家拥有四霉素
母药及地芬•硫酸钡专利。四霉素是由广西梧州筛选的特殊菌株-不吸水链霉菌梧州亚种发酵制取，具有杀
菌谱广、安全性高、杀菌活性高、低残留、复配性好，具备组织修复，提高免疫的特点，四霉素发酵渣还
可以用于菌肥，实现综合利用。地芬•硫酸钡是针对鼠类消化系统特点研发的，靶标专一的新一代无公害灭
鼠剂，由功能微生物、地芬诺酯、硫酸钡、诱食剂等经过特殊工艺加工而成。地芬•硫酸钡采用物理作用机
理灭鼠，区别于传统鼠药，具备杜绝人畜禽中毒隐患，无需备解毒剂、灭鼠后剩残药剂可不回收、对生态
环境友好、无抗药性的特点。
公司高度重视生物农药研发创新和产品布局，在进入生物农药之初，公司就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
达成深度合作，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首批成立的专业研究所，是国内植物保护领域中
最具综合实力的科研机构，曾经有多项世界首创生物农药已经投产转换，该所拥有完善的国家级科技平台
体系。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共同设立的研发中心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加速将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出色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公司所属农业高科技企业创新农药产品，不断丰富产品管
线。研发中心的第一期项目孵化资金 5000 万元将由公司或所属农业高科技企业根据项目合作协议提供。
公司将继续深化产业转型，以农业高科技产业作为公司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之一，以福建凯立、辽宁
微科为生物农药产业端的切入点，借助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创新开发实力，在农业高科技领域持续寻求
新的发展。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投资，推动农业高科技领域创新及产业化的发展。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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