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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中期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万向德农 600371 华冠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祁堃 

电话 0451-82368448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玉山路18号 

电子信箱 wxdenong@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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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649,876.42 748,513,220.78 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57,944,489.24 428,518,361.26 6.8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4,532,137.00 184,918,063.78 -54.29 

营业收入 121,817,177.99 140,704,630.64 -1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894,838.56 28,478,841.98 -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127,364.14 28,051,207.58 -6.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84 7.29 减少1.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5 0.13 -1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5 0.13 -11.5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9,11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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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8.76 109,730,873 0 无   

高雅萍 未知 1.75 3,928,535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

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0 1,574,070 0 未知   

徐越 未知 0.67 1,500,000 0 未知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广发期

慧 1期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59 1,325,430 0 未知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汇盈 32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未知 0.52 1,160,000 0 未知   

李国院 未知 0.48 1,074,024 0 未知   

陈剑刚 未知 0.45 1,007,421 0 未知   

俞文灿 未知 0.45 1,002,300 0 未知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申

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元亨一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3 970,041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

间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随着 2014 年品种审定绿色通道的实施，玉米品种审定数量已呈现井喷式增长，一个区域上 

百个品种竞争的局面将会常态化。同时，随着国家调控政策的实施和玉米行业的供给侧改革，种

业面临多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商品玉米供大于求，库存高企；玉米种子连续多年供需失衡；粮价

下跌、玉米种植面积调减；转基因泛滥等，种业形势“雪上加霜”成为行业共识。 

在此严峻的行业形势下，公司报告期内将工作重心放在如下方面： 

1.科研方面 

（1）品种参试与审定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玉米品种德单 1403 通过内蒙古中晚熟区审定；德单 129 通过东华北中

晚熟春玉米区国审初审；德单 123 通过黄淮海夏玉米区国审初审和陕西省关中夏播区初审（详见

公司 2017-022 号公告）。 

另有德单 1638、德单 1639、德单 1631、德单 1622、德单 130、德单 1518、德单 1640、德单

1001、德单 1104 等 9 个玉米品种顺利晋级到各自组别的区试二年和生产试验 ，即将进入最后的

品种审定环节。 

（2）对外合作 

公司北方育种中心、东北育种中心、赤峰试验站、肇东试验站积极承接国家、省、市关于玉

米（普通玉米、甜糯玉米、青贮玉米）新品种的试验；积极引进种质资源，进行种植鉴定、选系

和组配。此外，在公司《2016 年玉米品种征集函》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 2017 年按照“企业

自主，合作开发”的原则，获得对外合作玉米新品种，公司将利用成熟的、涵盖不同适宜生态区

的测试点开展规模化优异组合鉴定工作，对具有较好适应性、丰产性、抗逆性、适宜机械化收获

的优异品种（组合）进一步合作。 

公司在坚持优异品种合作的基础上，还与其他科研院所及国内外公司在种质资源创新、测试

体系创新、种衣剂研究及繁育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提升公司研发创新能力。 

2. 生产、加工、物流方面 

（1）种子生产 

公司根据玉米市场情况，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合理制定生产计划，杜绝盲目制种。在基

地落实过程中，公司做到了优中选优，淘汰了一批制种环境差，耕作管理水平低，制种产量不高

的基地，从而达到优质高效、增加效益的目的。 



针对农业生产中不确定的自然因素，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所有制种基地全部参保农业种

植保险，并争取到政府补贴，控制制种风险，确保公司利益。 

（2）种子加工及发运 

2017 年共加工种子 1970 万公斤，整个加工过程中职责分明，通力配合，现场及时解决加工

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发生重大质量和人员安全事故。种子发运按照调拨计划全部完成。 

（3）设备改造升级 

由于公司加工设备陈旧，近几年没有进行大规模改造，个别品种破碎率较高。为此，公司组

织人员对加工设备做了全面调查分析，制定了完善的改造方案，尤其对包衣机进行主要配件的更

换和改造，提高包衣效果，满足市场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对加工流水线上现有扫码系统进行了升级，硬件设备正在安装；对进一步完

善物流管理系统及防窜货系统，追溯种子来源、控制风险将起到重要作用。 

3.销售方面 

（1）东北区域 

受国家玉米收储取消保护价、调减玉米面积等政策影响及转基因品种的冲击，东北市场形式

较为严峻。为此，公司加大了新品种的推广力度，把新品种德单 1266 作为东北区域的主推品种，

该品种销量相比去年有较大增长；德单 1002 的销量也大幅增长。同时，公司结合新品种的定位试

验与示范田建设，将加快推广速度，为明年的快速上量打好基础。 

（2）黄淮海区域 

由于公司对郑单 958、浚单 20 等老品种的主动调减，报告期内，公司在黄淮海销售区域销量

有所下降。目前公司在该区域的主推品种德单 5 号、德单 123 的销量稳步上升，公司将把德单 5

号、德单 123 两个品种打造成为未来几年公司在黄淮海区域的主打品种。 

（3）微信平台建设 

着力打造微信平台，成为公司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目前微信平台粉丝量 27000 人，比上年

同期增长了 68.80%；各销售区域分别建有服务交流群，专人负责管理，定期发布品种介绍、种植

技术、气象预警等，并解答种植户关心的问题，有奖互动，增加客户粘性，提高种植户忠诚度。 

4.管理方面 

（1）落实经济责任制 

公司制定考核办法，与各部门、分支机构落实签订管理目标。 

（2）减员增效 

针对行业市场形势及公司实际情况，对现有人员进一步评估、基地公司部门进行整合，对部

分岗位重新设置。调整后，人员结构更加合理，工作安排更加饱满，更好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3）精细化管理 

在生产管理方面严格遵循精细化管理流程，系统整理了田间生产、烘干晾晒、种子精选、包

衣包装、物流发运等管理流程，制定了生产型公司指导性文件《杂交玉米制种田间标准化生产实

施细则》。文件的实施对生产基地公司工作起到很大的监督指导作用。 

合理化建议是精细化管理的重要部分，已纳入责任制考核。要求生产基地公司定期提出有实

用价值、对生产经营有帮助的合理化建议，并把建议转化为成果。目前，基地公司在逐步推进 5S

现场管理，加强标准化、流程化管理,确保生产高标准、高质量的玉米杂交种。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