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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日期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5月 30日下午 2:00； 

  网络投票时间为：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30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30日的9:15-15:00。 

（二）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

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31号中水大厦3层308会议

室。 

    （四）会议审议事项：  

1 公司 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提取和核销的报告 

2 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 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 独立董事 2018年度述职报告 

5 董事会 2018年度工作报告 

6 监事会 2018年度工作报告 

7 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 

（五）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9年5月23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符合条件的股东均有权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

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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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

东账户卡、授权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现场会议的，

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本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

权委托书。股东可直接到公司或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19年5月24日9：30-11：30，13：30-16：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31号中水大厦3层  证券事务部  

邮编：100032 

   （七）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鑫  宋晓琪 

    联系电话：（010）88067521  传真：（010）88067519 

    2、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 

3、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二、会议议程： 

1、董事长宣布会议开始； 

2、宣读议案； 

3、参会股东、股东代表提问； 

4、选举计票人、监票人、唱票人； 

5、大会议案表决； 

6、表决结果统计； 

7、宣布表决结果； 

8、律师发表意见； 

9、与会董事签署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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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议议案： 

（一）《公司 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提取和核销的报告》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资产减值准备提取和核销处

理内部控制制度》等规定，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拟按如下方案提取和核销资

产减值准备：  

 

1.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划分为单项金额重大（应收款项余额大于 100

万元）的应收款项，逐项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

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对

单项金额重大、单独进行减值准备测试后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以及其他的以账

龄特征划分若干应收款项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具体提

取比例为： 1 年（含 1 年，以下类推）以内的，按其余额的 3%-5%计提； 1-2

年的，按其余额的 10%计提； 2-3年的，按其余额的 15%-30%计提； 3-4年的，

按其余额的 30%-50%计提； 4-5年的，按其余额的 50%计提； 5年以上的，按其

余额的 50%-100%计提。有确凿证据表明该项应收款项不能收回的，按其余额的

100%计提。对有确凿证据表明该项应收款项不能收回的，按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

准备。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应提坏账准备 313,144,273.45 元，

已提坏账准备 305,620,921.05 元，本期补提坏账准备 7,523,352.40 元，主要系： 

（1）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司期末应计提坏账准备

216,995,701.33元，其中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00,612,674.41元，按账龄计提坏

账准备 16,383,026.92 元。已提坏账准备 208,997,372.91 元，本期补提坏账准

备 7,998,328.42 元； 

（2）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期末应计提坏账准

备 50,697,380.84 元，其中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47,479,795.00元，按账龄计提坏

账准备 3,217,585.84 元。已提坏账准备 47,209,174.12 元，本期补提坏账准备

3,488,206.72元； 

（3）报告期内母公司期末应计提坏账准备 22,680,902.55 元，其中单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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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坏账准备 3,030,797.69 元，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19,650,104.86 元。已提坏

账准备 27,406,114.47 元，本期冲回坏账准备 4,725,211.92元； 

 

 2.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公司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并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跌价准

备。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提存货跌价准备 29,852,320.69 元，已提

11,089,932.48元，本期补提存货跌价准备 22,685,528.48元，本期转销存货跌

价准备 3,923,140.27 元。主要系： 

（1）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司期末应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8,110,782.85 元，本期补提存货跌价准备 3,593,537.13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黄泛区地神种业有限公司商品粮和小麦种时间较

长，市场价格下跌，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484,975.39 元；以前年度计提跌

价准备的存货在今年销售，因此转销 2,889,027.26 元； 

（3）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期末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7,180,768.73元，本期补提存货跌价准备 14,609,390.38元，以前年度计提跌

价准备的存货在今年销售，因此转销 1,034,113.01 元。 

 

3.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公司期末投资性房地产按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孰低计价，按可收回金额低

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投资性房地产减值损失一经确

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需计提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因投资性房地产

转入固定资产，公司本期将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6,133,737.32 转入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本期未计提及转出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4.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公司期末固定资产按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孰低计价，按可收回金额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

计期间不得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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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月 31 日应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1,094,754.10元，已提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 95,342,116.20 元，本期转出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81,099.42 元。因

投资性房地产转入固定资产，公司本期将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6,133,737.32

转入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5.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计提 

公司期末在建工程按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孰低计价，按可收回金额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

计期间不得转回。 

2018 年 12月 31 日应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9,201,618.21元，本期未计提及

转出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6.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 

公司期末商誉按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孰低计价，按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商誉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

回。 

2018 年 12月 31 日应提商誉减值准备 163,059,971.82 元，本期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 8,548.71元，主要系： 

报告期内对控股子公司湖北种子所属的湖北禾盛金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期

末应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8,548.71元，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8,548.71 元。 

 

（二）《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计 3,115,360,970.13 元，负债合计

1,017,748,898.34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2,097,612,071.79 元，其中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21,602,604.86 元； 2018 年公司营业总收入

3,446,395,314.76 元，净利润 55,069,803.20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1,702,742.05 元。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第 11 节---“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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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702,742.05元， 2018年年初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

为-124,925,888.17 元，2018年年末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95,467,560.32 元； 

2018 年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260,710,602.34 元，2018 年年末母公司未分

配利润为-240,510,874.54 元。 

2018 年度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进行现金分

红的条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 

 

   （四）《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将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如下：  

    1、独立董事基本情况 

景旭：1993 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国远大集团公司法律顾问，现任北京君都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西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2013年 11月起任公司独立董

事。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景旭独立董事不存在影

响独立性的情况。 

王一鸣：1988 年参加工作，曾在中国工商银行系统工作。现任北京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7 年 1 月任公司独立董事。对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王一鸣独立董事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周建如：曾任北京永信永税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北京京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财务经理，现任北京东方税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市

注册税务师协会理事。2017年 11月任公司独立董事。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周建如独立董事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2、2018年度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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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2018 年度参加公司会议情况： 

姓名  
本年应参加董

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

（次）  

委托出席

（次）  

出席股东大会的

次数（次）  

景  旭 12 12 0 3 

王一鸣 12 12 0 3 

周建如 12 12 0 3 

 

2018年度，我们除参加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之外，还关注公司的日常

经营管理，积极了解公司的各项运作情况，保持与公司经营层的良好沟通，积极

参加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相关会议，同时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有针对性地为公司的发展战略、投资决策、内部管理等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

议。 

3、2018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1）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黄泛区地神种业有限公司与

黄泛区实业集团签订《2017—2018 年度小麦种子繁育合同》、《2018—2019 年度

小麦种子繁育合同》及《关于地神公司向黄泛区实业集团购买小麦品种权的关联

交易议案》，构成关联交易。我们认为：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有

效，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未发现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2次会议以及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为控股

子公司—河南农化提供 1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担保。2018 年度，公司为河

南农化 22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我们认为：公司披露的担保

事项的发生及执行情况符合实际情况，符合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的相关规定，未发现公司存在违规担保行为及损害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 

（3）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薪酬发放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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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发放，符合公司薪酬制度以及相关规定，是客

观、公正的。 

（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度，我们持续关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发表独立意

见。我们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5）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公司聘请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我们认为：公

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6）现金分红情况 

因公司2017年度亏损且母公司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不符合公司章程

等规定进行现金分红的条件， 2018年经公司第六届13次董事会及2017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做出的利

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7）公司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2018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周口服务公司所属的枣花粮油公司存在未完成

业绩承诺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对枣花粮油公司 2018 年度的实际业绩数据与承诺

数据的差异情况进行了单独审议，公司已采取相应措施要求承诺方予以补偿。 

（8）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 

公司信息披露遵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相关信息披露人员严格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我们认为：公司及时、完整、充分、准确的进行了相关

信息披露，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9）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针对2017年度内部控制存在的有关缺陷，公司已于2018年制定了整改措施并

予以实施。2018年度，公司运营遵守了现行的相关制度规定，并进一步加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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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设。公司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部负责实施内控自我评价

工作，根据内部控制规范，审计部门在各级公司中开展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

未发现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我们认为：公司目前相关的内部控

制执行程序有效，但仍需要根据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以深化财务内部控制

为重点，持续完善公司现有内部控制制度，优化内部控制流程，进一步加以完善。 

（10）董事会以及下属专门委员会的运作情况 

2018年度，董事会及下属专门委员会严格按照已制定的议事规则召开会议并

对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审批。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及下属专门委员会运作

程序合法、合规、有效。 

4、总体评价 

2018 年度，我们能够勤勉尽责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和义务，审慎认真地

行使公司和股东所赋予的权利，积极参加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会

议，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重大事项发表了公正、客观的独立意见，为董事会

的科学决策、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2018 年，公司对独立

董事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没有妨碍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情况发生。2019 年我

们将继续尽职尽责，履行诚信和勤勉义务，认真行使职权，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独立董事：王一鸣、景旭、周建如 

 

   （五）《董事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紧跟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目标，

以“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工作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人才发展为支撑，

以量化考核指标为抓手，以实施全面预算和全面风险管控为依托，积极探索市场

化激励机制。围绕“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思路，公司整体经营稳中求进，“种

药肥”一体化战略持续推进，企业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     

一、报告期内，面对竞争更趋激烈的经营形势，公司和各所属企业齐心努力，

围绕发展战略目标，脚踏实地，攻坚克难，公司开展了如下重点工作： 

1、生物育种能力建设、品种选育取得新成果 

公司总部生物育种分子实验室建成并运行，公司整体科技实力明显提升。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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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玉米资源遗传背景和血缘关系分析工作，建立 DNA指纹图谱数据库，开展分

子标记辅助育种，促进生物分子育种和传统常规育种的结合，逐步提高育种效率

和精准性。 

2018 年，公司及所属企业共有 28个新品种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这些品种

极大地丰富了公司的品种结构。同时有 14 个品种通过多省的引种备案，7 个品

种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授权。 

2、加强生产计划管理，开展协同统一生产试点，提质降本 

2018 年公司及所属企业加强生产计划管理和落实，从源头上管控和压降库

存。一是从品种结构调整入手，控制进入衰退期的老品种，积极增加新品种，促

进品种更新换代，降低种子销售风险；二是严格坚持“以销定产、产销匹配”的

原则，合理安排和落实制种计划，严控老品种制种，特别是处于衰退期的老品种

的种子生产数量，降低库存风险，同时开展玉米种子协同统一生产的试点工作，

公司总部负责部分所属企业玉米制种业务，统一安排制种。通过协同统一生产，

节省了采购成本，提质降本成效显著。 

3、开展协同营销、深度营销、拓展新业务，提升经营业绩 

在营销协同方面，以泛玉 298 、洛麦 26 等最新审定的优势新品种为核心，

推动所属企业销售协同，充分利用品种优势和各所属企业的渠道区域优势，发挥

集团作战优势，快速提升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在深度营销方面，一是开展品种

精准定位，精准营销，降低市场风险；二是实行单品种和多品牌运作，拓展和提

升市场渠道质量；三是重点和优势区域实行网络下沉，大户直销，减少中间环节，

提升渠道执行力以及价格结算的灵活性， 同时加强市场宣传力度，创新营销模

式，促进和带动种子销售。在拓展新业务方面，公司总部加快东北区域市场布局，

推广高粱新品种和开展玉米新品种布点示范;所属山西潞玉公司与相关科研院所

等签订合作意向，利用综合优势开展小米品种研发和小米业务；所属江苏金土地

公司拓展优质大米业务，所属河南地神公司扩大小麦粮食贸易，开发新的利润增

长点。所属华垦公司除了拓展新型特种肥、尿素的进口业务之外，在吉林省已试

销硫酸钾钙镁肥，并布置了示范观摩点。 

4、加强风险管控与制度建设，开展生产经营分析，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公司持续推进内控体系建设与完善，优化主要流程的关键控制，深化业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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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防范机制；加强制度建设，2018 年公司修订、增补多项制度；建立季度经营

和对标分析制度，对所属企业的生产、销售、库存以及工作亮点、存在的问题和

解决办法进行全面分析，及时了解所属企业经营状况，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过程

监控；开展企业对标工作，剖析企业生产经营业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和意见，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计 3,115,360,970.13元，负债合计 1,017,748,898.34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2,097,612,071.79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21,602,604.86 元；2018 年公司营业总收入 3,446,395,314.76 元，净利润

55,069,803.20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702,742.05 元。 

公司 2018年盈利的主要原因：一是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3.45亿元；

二是部分产品价格及销量增长，主营业务毛利同比增加约 4,401万元；三是子公

司加强采购等方面的内部管理，销售费用同比减少约 1,491 万元；四是中介费

用和折旧费等减少，管理费用同比减少约 1,386 万元；五是计提业绩承诺补偿

收入同比增加约 1,653 万元。具体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1、农作物种业 

公司 2018 年种子实现营业收入 6.36亿元，同比上升 5.50%；毛利 13,507.19

万元，同比上升 17.74%。其中： 

玉米业务方面：公司 2018年销售玉米种子 1.30万吨，营业收入 1.58亿元，

同比增长 26.49%。 2018年国家继续调减“镰刀弯”非优势产区籽粒玉米面积，

巩固调减成果，受玉米粮价回暖，畜牧业、加工业增长拉动，玉米面积趋于稳定，

供需压力有所缓解，但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并没有改变，加上新品种入市数量进

一步大幅度增加，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仍在加剧。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司

发挥品种优势，调整玉米品种结构，加快品种更新换代步伐，同时加强市场宣传

和营销力度，销量和收入与去年相比恢复性增长。 

小麦业务方面：公司 2018年销售小麦种子 9.32万吨，营业收入 3.26亿元，

同比增长 5.88%。2018 年国家重点调减华北和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地下水超采区的

小麦种植面积，适当调减西北条锈病菌源区和江淮赤霉病易发区的小麦种植面

积。小麦保护价格也出现下降，农户种植积极性受挫，种田大户、农户自留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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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针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发挥繁种基地和品种优势，创新营销模式，销量

和收入均同比增长。 

水稻业务方面：公司 2018年销售水稻种子 1.00万吨，营业收入 1.01亿元，

同比下降 18.26%。2018 年国家调减长江流域部分双季稻产区和东北地区寒地低

产区水稻种植面积。稻谷最低收购价迎来史上最大降幅，早籼稻、中晚籼稻、粳

稻单价较去年均有所下调。优质常规水稻持续挤压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水稻种植

的比较效益持续下滑。水稻种子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更加严重，竞争更趋严酷。

目前公司水稻品种结构正处于调整阶段，老品种市场竞争力逐渐下降，新品种还

处于市场开发阶段。上述因素叠加导致水稻种子销量和收入同比均下降。 

2、化肥贸易及农药业务 

化肥贸易:2018 年销售化肥 111.57万吨，同比下降 24.08%；营业收入 19.37

亿元，同比下降 22.56%；毛利 2222.63 万元，同比基本持平。公司的化肥贸易

业务主要由所属华垦公司开展，2018 年国际钾肥的市场销售价格比我国钾肥进

口约定价格高，国外的供应商为了取得较高利润对国内的进口商采取惜售政策，

单价上涨幅度较大，加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加剧，造成进口成本提高，

从而使得华垦公司主要经营的钾肥贸易的进口数量、销售收入均有所下降。 

农药业务：2018年销售农药 2.72万吨，营业收入 4.04亿元，同比上升 4.14%，

毛利 5048.33 万元，同比上升 47.26%。公司的农药业务主要由所属河南农化公

司生产经营，受国家加大环保力度等政策的影响，南方农药生产企业因安全环保

设施投入欠缺，成本较高，未开工生产。河南农化公司因错峰安排生产，保持了

销量的供应，由于市场生产厂家的减少，生产量随之减少，市场需求稳定，形成

卖方市场，使得销售收入、毛利均上涨。 

三、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行业格局和趋势 

1、农作物种业 

2018 年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入

推进，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效益优先”为导向，全面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支持扶优扶强，种业行业集中度将不断提高，优势资源将进一步向龙头企业

聚拢。种田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增加，对规模化种植的一揽



 13 

子服务需要日益迫切。这些变革给公司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农资行业面临着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随着玉米种植面积调减和收储政策取

消的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国家调减长江流域部分双季稻等产区水稻种植面积，

稻谷最低收购价、小麦托市收购价持续下降，稻麦种子需求总体减少，种子供大

于求常态化；品种审定制度改革带来的“品种井喷”再创新高，市场争夺战进一

步加剧；国家种业法制化建设进程加速，市场监管强度加大，但市场上侵权套牌、

无序竞争等问题依然突出；进一步扩大种业对外开放，大幅放宽种业外商投资准

入限制，有利于促进我国种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国际化发展，但也将导致种业竞争

形势更加严峻。在上述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给公司种业的经营发展带来了各

种挑战。 

2、化肥及农药行业 

根据农业部颁布的《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我国将逐步

促进化肥使用数量的减少，化肥增值税的恢复征收提高了整体销售价格。目前，

国内复合肥生产工艺的提高拉近了与进口肥料品质的差距，行业竞争进一步加

剧。同时，主粮价格的低位运行和国家收储政策的变化等可能对化肥行业的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电价、铁路运输对化肥补贴的取消，国家环保政策的趋严直接影

响国内化肥企业的开工率，将提高国内肥料的成本和降低化肥的产量。我国化肥

产业现状要求未来化肥产品趋向多功能化、高效化、施用简便化、专用化、生态

环保化，控缓释肥料、水溶肥、中微量元素复合肥将抢占市场份额。随着功能性

产品种类的丰富，进口环保型产品接受程度的提高，同时伴随着全国各地对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的施行，国家进入新一轮的减税周期等，给公司化肥业务的发展带

来新机遇。 

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低稳发展之后，农药行业在深入改革和调整上更进一

步，市场供需结构转变。受管理新政、环保重压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优胜

劣汰和成本增加影响，行业产量逐渐下降，原药供应偏紧，量减价扬，市场行情

较好，行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环保的持续高压态势下，农药行业中小产能

企业出清加快，行业集中度提升明显，前期已有大量环保投入和环保设施健全的

企业将在行业整合过程中抢占先机。行业加速整合推动我国农药产业集聚和原药

制剂一体化发展，生产过程更加绿色化，产品逐步向高效、低毒、环境友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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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方向发展，同时推动下游集中用药趋势发展，对农药经营模式产生影响。 

3、农业综合服务业务 

农业综合服务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目前越来越多的农资企业已经意识

到农作物综合解决方案的重要性。有实力的大企业纷纷进入到大农业中探索创

新，将种子、农药、化肥、农机、技术、营销、产品等原本完全割裂的环节以全

产业链服务的形式整合在一起，拓展农业综合服务，建立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新

型商业模式，这是现代农业发展所必需的过程和阶段，也是目前发达国家现代农

业曾经和正在实施的路径。当前我国农业企业开展农业综合服务的内容主要侧重

于农资供应、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等产前和产中服务，而现代农业急需的农产

品收储、加工、物流、金融、保险、信息等产后服务缺乏，很难适应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需求。 

（二）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的发展愿景为“树立农民规模化种田的信心，做现代农业产业化升级的

推动者”。公司一是通过产融结合，整合并培育一批区域性、专业化、有市场竞

争力的子企业群，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二是聚焦科技、强化营销，不断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能力；三是积极探索农业综合服务的模式创新，促进公司的转型升级和

跨越发展，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为服务乡村振兴，

推动我国种业产业升级以及保障我国农业安全和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三）经营计划 

2019 年，公司将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公司发展战略目标，通过优化和完善

产业布局，强化研发协同和科技资源整合，开展协同统一制种，创新营销模式，

提升科技创新和营销服务能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1、完善和优化产业布局，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公司种业板块聚焦小麦、玉米和水稻三大核心业务。在玉米业务方面：公司

总部玉米自营业务加快东北极早熟、早熟细分市场的布局，实现自营业务突破，

所属企业围绕黄淮海重点区域，做精、做细和做透市场，巩固优势区域，拓展西

南和西北市场。在小麦业务方面：协调发展中筋、强筋和弱筋专用小麦，巩固和

提升行业优势。在水稻业务方面：恢复和拓展出口和国际业务，实现国内、国外

双轮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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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自主研发、开展合作育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培育和开发市场优

势品种 

优化和完善筛选试验、绿色通道审定试验和新品种示范展示网络布局，提高

试验质量和水平，建立高质量的品种评价和审定试验体系，开展协同研发，促进

生物育种和常规育种的结合，同时继续加强和国内外优势科研单位、育种家和企

业的合作，获取优势科技资源，培育、挖掘和开发市场竞争力强的绿色品种，为

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撑。 

3、继续加强生产计划的管理和落实，开展种子协同统一制种 

在生产计划的安排上，继续调整品种结构，促进品种更新换代，坚持以销定

产、产销匹配的原则，防止盲目扩大生产面积，从源头上把控库存风险。选择优

势制种区，继续组织所属企业开展协同统一制种，推进“提质降本”战略。同时，

注重种子生产和加工的过程管理，确保种子发芽率、纯度和净度等不低于国家标

准。 

4、探索建立业绩导向的市场化激励考核机制 

继续按照 “战略引领、价值导向、增强核心竞争力”的管控目标要求，逐

步完善考评与核算管理体系。发挥预算在实施战略转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

强风险管控能力等方面的战略引领作用。科学有效地设置考核指标，逐步优化关

键指标，认真做好预算的分析、分解与落实工作，进行预算差异分析及对策研究，

使全面预算管理真正成为全员预算管理，让预算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加强财

务分析，推动数据分析工作，促进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5、加强党建工作，进一步加强企业党的组织建设 

继续推进党建试点工作，通过试点企业，大胆探索，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党

建工作。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党

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积极与萧县扶贫点对接，做好定点扶贫工作。 

 

（六）《监事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 

公司监事会 2018年度工作情况如下： 

 1、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召开会议的次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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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情况 监事会会议议题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1.《监事会 2017年度工作报告》 

2.《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3.《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4.《公司 2017 年度报告》 

5.《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1.《关于变更剩余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河南农化流

动资金的议案》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1、《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2、《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1、《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2、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

决议事项、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的

情况及公司管理制度等进行了监督，认为公司 2018年度的工作基本能够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规制度进行运作，

决策程序合法，完善了内部控制制度，未发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

司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应进一步完

善治理结构、健全制度、规范管理，谋求发展，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3、监事会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未发现公司不按会计师的要求提供资料的情况；监事会同意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 

 4、监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按照规定在银行专户存储，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及使用，履行了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 

 5、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关联交易公平，按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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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未发现内幕交易和损害公司利益行为。 

    6、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及意见 

监事会审阅了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认为：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等要求，认真做好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有效，公司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同

时要求董事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全面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风

险防范能力，建立有效的防范风险体系。 

 

   （七）《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 

《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 2019 年 4 月 26 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