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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13  证券简称：农发种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03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 年 11-12 月期间，公司所属子公司----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北种子”）、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土地”）、中

垦锦绣华农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绣华农”）、山西潞玉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潞玉”）、山东中农天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天

泰”）、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农化”）获得了相关政府补助

款项共计 1,596.07万元，现分项说明如下：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1、湖北种子及其所属公司 

（1）2019年 10 月，湖北省财政厅下发《关于下达 2019年省级科学技术研

究与开发资金（第二批）的通知》（鄂财产发[2019]45 号）》；根据该《通知》，

湖北种子于 2019年 11月收到“大型仪器共享测试补贴”资金 48万元。 

（2）2019年 10 月，湖北省种子管理局下发《关于下达 2019年种业创新项

目资金的通知》（鄂种管函[2019]12 号）；根据该《通知》，湖北种子于 2019 年

12 月收到“2019 年省级种业创新项目资金”350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

目核算。 

（3）根据湖北种子与中国科学技术部签署的《对发展中国家科技援助项目

任务合同书》，湖北种子承担“巴基斯坦国审杂交水稻新品种 HS473 联合中试与

示范”项目；根据该《合同书》，湖北种子于 2019 年 12 月收到项目经费 20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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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4）根据《武汉市院士专家工作站评价细则》，湖北种子于 2019 年就院士

专家工作站建站情况向武汉市科协进行申报，通过书面评价和专家评审，湖北种

子于 2019 年 12月收到“武汉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补助经费 30万元。 

（5）2019 年 6 月，湖北省科技厅发布《关于 2019 年度湖北省科技创新创

业服务能力建设专项（科技创新条件共享平台）拟立项项目公示》，湖北种子承

担“湖北省农作物种质自然科技资源库（二期）”项目；根据该《公示》，湖北种

子于 2019 年 12 月收到“湖北省农作物种质自然科技资源库（二期）”补贴资金

90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6）2019年 12 月，湖北种子收到湖北省种子管理局拨付的“2017 年南繁 

基地建设项目”补贴资金 16.665万元, 已冲减长期待摊费用科目。 

（7）2019年 11 月，武汉市洪山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发布《关于 2019

年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的公示》；根据该《公示》，湖北种子所属湖北鄂科

华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科华泰”）于 2019 年 11 月收到“工业企

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资金” 7.7万元。 

（8）2019 年 11 月，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洪山区 2019

年武汉市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的公示》；根据该《公示》，鄂科华泰于 2019 年

11月收到“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资金”4.45 万元。 

（9）2019年 10 月，湖北省种子管理局下发《关于下达 2019年种业创新项

目资金的通知》（鄂种管函[2019]12 号）；根据该《通知》，鄂科华泰于 2019 年

11 月收到“2019 年省级种业创新项目资金”100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

目核算。 

（10）2019 年 12 月，鄂科华泰收到湖北省种子管理局拨付的“2017 年南

繁基地建设项目”补贴资金 6.72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11）2019年 12 月，湖北种子所属武汉庆发禾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收到武

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拨付的“科技保险费”补贴资金 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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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12）2019年 6 月，湖北省科技厅发布《关于 2017年度湖北省科研仪器开

放共享双向补贴审定结果的公示》；根据该《公示》，湖北种子所属湖北禾盛生物

育种研究院于 2019 年 12 月收到“2017 年度湖北省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双向补贴

资金”16 万元。 

2、江苏金土地 

（1）2018年 11 月，扬州市财政局、扬州市农业委员会下发《关于下达 2018

年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项目资金的通知》（扬财农[2018]64 号）；根据该《通

知》，江苏金土地收到“粮食订单生产产业化服务建设”项目资金 15万元，已记

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2019年 12月转入“其他收益”2.52万元。 

（2）2019 年 7 月，扬州市农业农村局、扬州市财政局下发《关于 2019 年

度市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粮食绿色增产 1120 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扬农

[2019]140号）；根据该《批复》，江苏金土地于 2019年 11月收到“优质水稻品

种及其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集成示范”项目经费 16.75万元。 

（3）2019年 9月，扬州市财政局、扬州市科学技术局下发《关于下达 2019

年度扬州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的通知》（扬财教[2019]84号）；根据该《通

知》，江苏金土地于 2019年 12月收到“稻麦新品种扬麦 23、扬辐麦 8 号和扬粳

3012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专项资金 50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47.45 万元，

记入“其他收益”2.55 万元。 

（4）2018年，江苏金土地与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合作申报了江

苏省农业重大新品种创制项目（抗稻瘟病优良食味粳稻新品种培育和抗赤霉病优

质专用小麦新品种培育），江苏金土地为该项目的参与单位。该项目采取报账制

的核算方式，其中：抗稻瘟病优良食味粳稻新品种培育项目，2019 年度共报账

13.94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抗赤霉病优质专用小麦新品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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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2019 年度共报账 14.70 万元，其中：6.98 万元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

算，7.72 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3、锦绣华农 

（1）2019 年 11 月，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洪山区 2019

年武汉市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的公示》；根据该《公示》，锦绣华农于 2019 年

11 月收到“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资金”5.69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核算。  

（2）2019年 11 月，武汉市洪山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发布《关于 2019

年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的公示》；根据该《公示》，锦绣华农于 2019 年 11

月收到“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资金” 10.42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

科目核算。 

（3）2019年 10 月，湖北省种子管理局下发《关于下达 2019年种业创新项

目资金的通知》（鄂种管函[2019]12 号）；根据该《通知》，锦绣华农于 2019 年

11 月收到“2019 年省级种业创新项目资金”100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

目核算。 

（4）2019 年 11 月，武汉市洪山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发布《关于补

足洪山区 2018 年度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补贴资金的公示》；根据该《公示》，锦

绣华农于 2019 年 11 月收到“补足 2018 年度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补贴资金”5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5）2019 年 11 月，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19 年洪山区知

识产权补贴项目公告》；根据该《公告》，锦绣华农于 2019年 12月收到“国内实

用新型专利授权”补贴资金 1.8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6）2019年 11 月，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 2019 年洪山

区都市生态农业发展项目拟补助资金公示》；根据该《公示》，锦绣华农于 2019



5 

 

年 11月收到“自动包装设备升级改造项目”补助资金 11.2万元，已记入“递延

收益”科目核算。 

（7）2019 年 6 月，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发布《2019 年度武汉市科协“企

会协作创新计划”项目评审结果公示》；根据该《公示》，锦绣华农于 2019 年 12 

月收到“企会协作创新计划”项目经费 0.8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8）2019 年 12 月，武汉市洪山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下发《关于拨

付 2019 年洪山区院士成果转化项目补贴的通知》；根据该《通知》，锦绣华农于

2019年 12月收到“高档优质虾稻产业化应用与开发项目”和“长江流域绿色生

态优质水稻新组合两优 5311研发与推广项目”补贴资金共计 35万元，已记入“递

延收益”科目核算。 

4、山西潞玉 

（1）2018年 4 月，山西潞玉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旱地

农业研究中心签署《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参加单位任务书》，山西潞玉承担“西

北耐密高产抗旱玉米新品种培育”任务；根据该《任务书》，山西潞玉于 2019

年 11月收到项目经费 16.5万元。 

（2）2018 年 10 月，长治市农业委员会下发《关于印发<长治市 2018 年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实施方案>的通知》（长农发[2018]147 号）；根据该《通知》，山

西潞玉收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资金”15.4万元。 

（3）2019 年 10 月，长治市上党区农业农村局下发《2019 年农民教育培训

工作实施方案》（长上农发[2019]94号）；根据该《实施方案》，山西潞玉于 2019

年 11月收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资金”15.5 万元。 

（4）2019 年 9 月，长治市农业农村局下发《关于下达 2019 年市级绿色有

机旱作农业资金使用计划的通知》（长农计财发[2019]23号）；根据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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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玉于 2019 年 12 月收到“特色产业封闭示范园（基地）建设”资金 10 万

元。 

（5）2019年 11 月，长治市上党区农业农村局下发《关于下拨 2018 年城郊

农业项目奖补资金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山西潞玉于 2019年 12月收到“农

业科技创新及农业品牌打造项目”奖补资金 110 万元。 

（6）2019 年 4 月，全国农技中心下发《关于印发<2019 年种子认证试点示

范实施方案>的通知》（农技种函[2019]115 号），山西潞玉承担“2019 年种子质

量认证试点示范”任务；根据该《实施方案》，山西潞玉于 2019年 11月收到“2019

年种子质量认证试点示范”项目经费 5万元。 

（7）2019 年 9 月，长治市农业农村局下发《关于印发长治市 2019 年农民

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长农发[2019]60 号）；根据该《通知》，山西潞

玉于 2019 年 11月收到“农业经理人培训资金”40万元。 

（8）2019年 9 月，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下发《关于举办全省第十七期贫

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示范培训班的通知》（晋开发办函字[2019]175号）；根据该

《通知》，山西潞玉于 2019 年 12 月收到“种植专业经营管理创业致富带头人示

范培训费”合计 5.6 万元。 

（9）2019 年 10 月，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下发《关于举办全省第十八期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示范培训班的通知》（晋开发办函字[2019]188号）；根据

该《通知》，山西潞玉分别于 2019年 11月、12 月收到“种植专业经营管理创业

致富带头人示范培训费”合计 8.75万元。 

（10）根据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与山西潞玉签署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

山西潞玉负责提供“潞州区、上党区、潞城区、屯留区、长子县、襄垣县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服务；根据该《合同》，山西潞玉于 2019 年 12 月收到补

助资金 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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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天泰 

山东天泰于 2019 年承担了“粮饲兼用型宜机收玉米突破性新品种选育与示

范”课题任务。2019 年 11月，山东天泰收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拨付

的课题经费 42万元。 

6、河南农化 

（1）2019年 3 月，中共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下发《关于 2018 年度综合表彰情况的通报》（濮经开发[2019]9 号）；根据

该《通报》，河南农化于 2019 年 11 月收到“全区十大突出贡献企业奖励资金”

30万元。 

（2）2019年 12 月，濮阳市财政局下发《关于下达 2019年企业研发财政补

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濮财科文[2019]14号）；根据该《通知》，河南农化于 2019

年 12月收到“企业研发财政补助专项资金”68万元。 

（3）2014年 11 月，濮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濮阳市财政局下发《关

于印发<濮阳市失业预防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濮人社[2014]262 号）；根

据该《实施方案》，河南农化于 2019年 12月收到“失业预防补助资金”合计 8.64

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湖北种子及其所属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共计 880.38万元，其中：记入

“其他收益”科目 316.99 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546.72万元，冲减“长

期待摊费用”科目 16.67 万元。 

2、江苏金土地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共计 110.39 万元，其中：记入“其他收益”

科目 42.74 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67.65 万元。 

3、锦绣华农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共计 169.91 万元，已全部记入“递延收益”

科目。 

4、山西潞玉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共计 286.75 万元，已全部记入“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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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5、山东天泰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共计 42万元，已全部记入“其他收益”科目。 

6、河南农化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共计 106.64 万元，已全部记入“其他收益”

科目。 

 

公司有关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