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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1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2020-027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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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登海种业 股票代码 00204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原绍刚 鞠浩艳 

办公地址 山东省莱州市城山路农科院南邻 山东省莱州市城山路农科院南邻 

电话 0535-2788926 0535-2788889 

电子信箱 dmb@sddhzy.com dmb@sddhzy.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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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498,019.91 307,707,165.15 1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305,605.95 31,130,323.79 8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387,262.50 1,188,756.31 2,372.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537,732.20 -50,287,471.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1 0.0354 83.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1 0.0354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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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 1.11%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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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9,460,411.35 3,688,154,677.31 -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44,415,336.11 2,839,909,730.16 0.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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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州市农业科

学院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21% 468,223,255  质押 106,499,998 

李登海 境内自然人 7.33% 64,512,76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02% 17,795,900    

毛丽华 境内自然人 0.93% 8,183,809    

华夏基金－农

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66% 5,792,900    

银华基金－农

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65% 5,757,500    

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65% 5,738,600    

大成基金－农

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62% 5,493,169    

易方达基金－

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1% 5,325,919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60% 5,296,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李登海为公司控股股东莱州市农业科学院的实际控制人，毛丽华为公司控股股东莱州市农

业科学院的股东。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莱州市农业科学院持有的 80,000,000 股公司股份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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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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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从事种业、种植业务》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国内玉米种子行业供过于求的状况有所改善，玉米需种量继续回升，但玉米种子供大于求

的趋势未变，国内市场上玉米种子审定品种数量仍持续增多，同质化竞争激烈，市场价格总体稳中有降。

公司主营业务向好，母公司玉米种子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较大，子公司亏损同比减少。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33,849.80万元，同比增长10.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30.56万元，同比增长84.08%。

其中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26.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27%；实现净利润8,432.09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44.32%。 

其他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1.在今年早期遭遇干旱、倒春寒等不利气候条件的影响下，公司自主选育的小麦新品种“登海206”的首

次实打验收获得高产成绩。2020年6月，专家组依照农业农村部小麦高产创建验收办法，对公司第十九试

验场种植的小麦新品种“登海206”百亩高产攻关方进行了现场实地查勘，随机抽取地块进行实打。经测定，

实收面积为3.31 亩的地块，平均亩产835.80 公斤，实收面积为10.31 亩的地块，平均亩产790.10 公斤。该

品种具备抗倒伏、抗逆性强的特性及高产潜力，将为公司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地支撑。有利于公司拓

展品种销售区域，增加销售量，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2.2020年上半年,公司申请植物新品种权6项。 

3.继续强化种子生产与加工过程质量控制，确保种子质量；全面推进自控生产基地建设和承包经营，

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和确保种子安全。 

4.登海高新技术研发中心（青岛生物技术研发中心）自2015年开工建设，截至本报告期末已完成投资 

5,390.26万元。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从事种业、种植业务》的披露要求 

 1.2020年上半年申请植物新品种权6项；2020年上半年获得授权植物新品种权0项, 截至2020年6月30

日公司累计获得授权植物新品种权127项。 

 2.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申请专利17项，累计获得专利8项，其中发明专利4项，外观设计专利4

项。 

 3.报告期末，销售退回总额1,203.54万元，此金额在预计退货范围内，涉及的品种全部为玉米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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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上市

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龙祥 

 2020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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