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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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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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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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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264,737,494.88 元，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7,577,170.29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541,241,598.55

元, 报告期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758,818,768.84元。 

母公司 2018 年度盈利 18,178,894.90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929,136,403.11 元,报告期

末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910,957,508.21元。  

根据公司章程，本期不进行利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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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种业 600354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生明 杨洁 

办公地址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肃州路28号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肃州

路28号 

电话 0937-2663908 0937-2663908 

电子信箱 dhzygsm@163.com dhzyyj@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各类农作物种子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和脱水菜、番茄粉、



啤酒花制品的和高品质果蔬鲜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棉花及其副产品及其它特色大宗农产品的收

购、加工、仓储、贸易；食用农产品，预包装食品的采购与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种子产业营业收入占公司总收入 44.11%；食品与贸易营业收入占总收入

53.73%，其他营业收入占总收入 2.16%。 

（2）经营模式 

种子产业，报告期主要仍以自有知识产权品种经营和代繁制种相结合，由于自有知识产权品种

数量少、区域小，代繁制种业务仍在种子产业占有较大比重,公司正在加大自有知识产权品种选育

力度。 

食品与贸易产业，报告期内主要是脱水菜、番茄粉、啤酒花制品、果蔬产品的生产、加工、销

售和棉花、其副产品及其他大宗农产品的收购、仓储、贸易；脱水菜、番茄粉产品主要以出口为

主，啤酒花制品主要供应国内大型啤酒企业，果蔬产品主要销往长三角和珠三角高端消费地区，

贸易类农副产品主要面向国内企业进行交易和开展一定量的国储棉代储业务。 

（3）行业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种子行业现状：受国家取消玉米临时收储制度以及国家实施种植业结构调整政策持

续影响，2018 年国内玉米种植面积和制种面积继续调减，据资料显示，2018 年玉米种植面积 52500

万亩，比去年减少 700 万亩，减幅 1.3%，2018 年全国杂交玉米制种收获面积 237 万亩，同比减少

19.69%，为近 15 年的最低水平；随着 2017 年新的品种审定办法的实施，开启了种业自由公平竞

争的新局面，但是也导致新品种的“井喷”和“海啸”。全国玉米种子市场推广的合法品种 3000

多个，数量大幅增加。老品种迅速萎缩，新品种五花八门、鱼龙混杂，导致种子生产、经营风险

急剧扩大。 

报告期内食品与贸易行业现状：我国宏观经济持续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

能力持续提高，食品行业市场需求的增长空间巨大。但由于食品、农产品同质化、企业竞争不断

加剧以及经营成本的不断抬升，受到成本上升和价格下降的双重挤压，食品初加工出口企业利润

微薄。以往低原料价格、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已不复存在，加之对美出口的部分农产品关税

增加，国际上愈加严苛的食品安全准入条款，出口环境相对恶化。目前，食品产业链各环节的发

展水平不尽相同，为摆脱依靠同质化、价格战为主的终端竞争，食品行业各细分领域的集中度也

在不断提高，食品与贸易企业积极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依靠精细化、智能化、信息化、网络

化重构企业商业模式，整合优化产业链。未来十年，中国食品消费将增长 50%，价值超过 1 万亿

美元。随着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增加，加之 80、90 后成为消费主体，老年群体消费需求及二胎效



应都将带动未来食品市场增长和消费趋势转变，消费趋势由数量驱动逐渐转化为价值驱动，尤其

是对特色食品、绿色有机食品、功能性食品的需求愿望进一步增强，公司发展果蔬食品产业不会

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市场空间巨大。 

公司所处行业地位：公司是农业部核准的具有全国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资质的“育繁推一体

化”种子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甘肃省高新技术企业。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125,305,447.14 2,767,011,074.73 -23.19 3,031,331,225.56 

营业收入 767,469,079.12 485,178,519.19 58.18 655,137,590.8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7,577,170.29 25,605,572.71 不适用 -254,038,598.9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27,796,061.12 -329,936,161.10 不适用 -306,095,934.9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98,785,599.97 916,362,770.26 -23.74 895,733,994.9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2,786,226.17 -261,711,449.92 不适用 -287,835,390.9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122 0.04851 不适用 -0.481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122 0.04851 不适用 -0.481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6.94 2.82 不适用 -24.8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5,648,657.53 120,470,822.17 160,387,625.76 400,961,97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1,371,356.91 -38,186,628.84 -44,376,609.40 -93,642,57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2,443,400.75 -42,329,634.51 -40,723,932.46 -102,299,09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2,863,643.08 -17,196,575.76 -711,348.02 57,985,340.6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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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90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08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酒泉地区现代农业（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68,170,168 12.92 0 质押 32,000,000 国有

法人 

江苏融卓投资有限公

司 

0 60,000,000 11.37 0 质押 60,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敦煌市供销合作社联

合社 

0 29,568,876 5.60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甘肃星利达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20,000,000 3.79 0 质押 20,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 0 7,714,480 1.46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酒泉市农业科学研究

所 

0 4,511,494 0.85 0 无 0 国有

法人 

姚婧 2,854,700 2,854,700 0.54 0 无 0 未知 

北京鼎盛新元环保装 2,453,626 2,453,626 0.46 0 无 0 未知 



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罗明星 484,100 1,665,400 0.32 0 无   未知 

韦顶先 97,300 1,362,400 0.26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酒泉地区现代农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其他发起法人股股东、社会公众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12.92%

酒泉地区现代农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酒泉市国资委 

  95.24% 

酒泉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酒泉地区现代农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92%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种子产业：2018 年，公司共落实各类农作物制种面积 5.73 万亩，产种 2,665.9 万公斤。其

中玉米制种 4.58万亩，较上年减少 1.88 万亩，产种 1,999 万公斤，较上年减少 508 万公斤，玉

米制种平均亩产 427.4 公斤，比上年平均亩产减少 12.4公斤。小麦、水稻、油葵及其他作物制种

1.15万亩。全年共销售各类农作物种子 3,980万公斤，较上年增加 1,259万公斤。其中：销售玉

米种子 3,250.7万公斤，较上年增加 973.7万公斤。销售小麦种子 551.7万公斤，较上年增加 242.6

万公斤。瓜菜、油葵实现销售 33.55万公斤，较上年减少 8.35万公斤；种子产业货款回笼率 86.79%，

较上年增加 18.69%。 

食品与贸易产业，报告期内，公司全年采购洋葱鲜品 1.07万吨，半成品 3,860 吨，较上年减

少 2,625 吨；采购番茄酱 4,471 吨，较上年增加 133 吨；全年加工生产番茄粉 1,811 吨、各类脱

水蔬菜制品 4,250 吨；销售番茄酱 2,116吨，较上年增加 833吨；番茄粉 1,830 吨，较上年增加

120吨；脱水蔬菜制品 4,793吨，较上年减少 1,814吨，贸易类农产品全年销售 17,277吨。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按照该规定编制了 2018

年度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上期相关财务报表列报，具体如下： 

4.1 合并资产负债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原新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550,00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91,602,506.33 

应收账款 191,052,506.33 

应收利息 1,841,436.64 其他应收款 19,626,153.47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原新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其他应收款 17,784,716.83 

应付账款 178,306,872.8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8,306,872.82 

应付利息 27,016,684.45 

其他应付款 115,537,378.61 应付股利 3,200,000.00 

其他应付款 85,320,694.16 

长期应付款 

 

30,445,228.63 
长期应付款 30,865,228.63 

专项应付款 420,000.00 

管理费用 177,700,666.44 
管理费用 162,767,374.30 

研发费用 14,933,292.14 

4.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原新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账款 74,787,907.4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4,787,907.44 

应收利息 1,518,000.00 
其他应收款 298,921,426.12 

其他应收款 297,403,426.12 

应付账款 96,150,124.8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6,150,124.82 

应付利息 26,443,012.03 
其他应付款 52,737,722.18 

其他应付款 26,294,710.15 

管理费用 90,367,890.05 
管理费用 78,421,300.02 

研发费用 11,946,590.03 

2、2017 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决议

通过，本公司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将依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

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

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

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

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

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报告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3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

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2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