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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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余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杨念龙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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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69,690,045.61 453,277,830.38 2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582,733.89 15,467,865.83 13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5,397,176.49 14,507,152.89 14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379,742.91 -70,108,867.89 65.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11 0.0518 114.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11 0.0518 114.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1.1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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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6,354,706.92 2,442,500,511.80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59,696,015.97 1,576,035,755.11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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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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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858.4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9,387.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5,311.85  

合计 1,185,557.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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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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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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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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建设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0.97% 101,941,200    

周明华 境内自然人 1.53% 5,040,000    

朱黎辉 境内自然人 1.32% 4,351,294 4,351,294   

任正鹏 境内自然人 1.20% 3,942,063 3,942,063   

申建国 境内自然人 1.06% 3,481,035 3,481,035   

张安春 境内自然人 0.75% 2,465,884 2,465,884   

北京中农富民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2,145,401    

李满库 境内自然人 0.62% 2,024,880 2,024,880   

黄桂玉 境内自然人 0.58% 1,923,700    

郭建秀 境内自然人 0.50% 1,64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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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01,9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941,200 

周明华 5,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40,000 

北京中农富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145,401 人民币普通股 2,145,401 

黄桂玉 1,92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3,700 

郭建秀 1,640,849 人民币普通股 1,640,849 

法国兴业银行 1,4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6,000 

祁红静 1,2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1,000 

黄彪 1,000,157 人民币普通股 1,000,157 

郭裕城 945,901 人民币普通股 94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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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志宁 8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已知第一大股东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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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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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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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2019.3.31/2019年

1-3月 

2018.12.31/2018年1-3

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23,962,700.71 194,732,830.96 -36.34% 购买短期理财产品，货币资

金减少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82,230,740.36 211,488,912.87 33.45% 农化业务应收款项增加 

其他应收款 15,009,906.03 6,678,309.3 124.76% 主要系备用金借款增加及

预付土地拆迁款 

应付职工薪酬 11,379,297.09 24,815,173.78 -54.14% 发放上年计提绩效 

营业外收入 355,311.85 92,832.14 282.75% 四川同路营业外收入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374,464.04 -123,827.25 402.41% 控股子公司利润增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38,855,041.19 315,774,881.67 38.98% 销售收入增加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0,269,239.07 41,799,751.72 44.19% 收回票据保证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1,191,948.05 359,571,564.95 39.39% 主要是收入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01,310,424.51 308,842,912.51 29.94% 农化、香料采购量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02,968.94 -70,108,867.89 -65.05%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49,387.07 242,623.04 -38.43% 收到的理财收益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32,117,147.68 17,311,285.94 85.53%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农化原

药项目等在建工程投入增

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9,000,000.00 77,800,000.00 104.37% 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420,000.00 -100.00% 上年同期支付三亚丰乐开

发资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344,534.58 42,992,449.66 -163.60% 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94,005.18 -261,236.31 -64.02% 农化、香料出口业务汇率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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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3季度，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以及损益情况如下：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元) 理财期间 理财收益（元） 备注 

1 兴业“金雪球添利快

现净值型”理财 

27,500,000.00 18.12.29-19.1.21 51,633.66 期间内分

批次赎回 

2 农行“本利丰.62天”理

财 

5,000,000.00 19.1.22.-19.3.27 35,4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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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行“本利丰.34天”理

财 

20,000,000.00 18.12.29-19.2.1 55,890.41   

4 “兴业金雪球2号”T+0

理财 

10,000,000.00 19.3.18-19.3.27 6,410.94   

5 农行“本利丰.90天”理

财 

10,000,000.00 19.1.22-19.04.23   未到期 

6 “兴业金雪球2号”T+0

理财 

11,000,000.00 19.3.29-   未到期 

  合计 83,500,000.00 — 149,387.07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因申请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

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诉丰

乐种业等八名被申请人及第三人深圳市

和君创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君

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

纷案，深圳中院根据（2016）粤 03 民初

2490 号、2492 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公司

部分账户及查封公司部分土地。由于和

君公司一股东向和君公司所在地福田区

法院提出对和君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福

田区法院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裁定受理

了强制清算案。深圳中院认为，（2016）

粤 03 民初 2490 号、2492 号诉讼案应以

强制清算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于

2017 年 11 月 12 日裁定对上述两案中止

诉讼。截至目前，该案仍处于中止诉讼

阶段。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账

户冻结余额为 1305.34 万元，查封土地为

合国用（2005）第 595 号土地使用权及

地上建筑物。  

2017 年 01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001、2017-023、2017-027 号公告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丰乐种业收到中国

证监会《关于核准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向朱黎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2062 号），核准公司向申建国、朱

黎辉、任正鹏、陈花荣、谷正学、焦艳

玲等 34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同路农业 100%的股

权，同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不超过 18,500 万元。本次交易中，用于

支付对价的 30,256,821 股股份已于该批

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登记到账，并

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

2019 年 01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03、2019-004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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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股份上市首日为 2019 年 1 月 25 日。

本次交易涉及购买资产的过户事宜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办理完毕，丰乐种业

持有同路农业 100%股权，同路农业成为

丰乐种业的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未实施，丰乐种

业将在批复的有效期内根据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实施配套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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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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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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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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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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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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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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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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