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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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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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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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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中期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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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向德农 600371 华冠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志军(董事长代行董秘职责) 何肖山 

电话 0451-82368448 0451-82368448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玉山路18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玉山路18

号 

电子信箱 wxdenong@126.com wxdenong@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80,302,078.39 797,599,859.16 -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25,061,172.92 489,760,781.66 7.2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929,803.19 56,577,763.53 -75.38 

营业收入 125,641,729.02 130,301,603.68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300,391.26 35,418,289.85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3,857,349.88 35,106,501.75 -3.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957 7.170 减少0.2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68 0.157 -0.1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568 0.157 -0.12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8,326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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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8.76 109,730,873 0 无   

毛瓯越 未知 0.76 1,721,000 0 未知   

余忠熙 未知 0.44 985,060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0.28 635,500 0 未知   

汪晓华 未知 0.25 556,592 0 未知   

魏少林 未知 0.20 443,788 0 未知   

姚金法 未知 0.18 405,751 0 未知   

钱琨 未知 0.17 381,040 0 未知   

余书花 未知 0.16 364,000 0 未知   

祁超训 未知 0.16 351,4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

间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玉米种子行业仍然经历持续的寒冬期，努力守望春天。在严峻的行业形势下，公司报告期内

将工作重心放在如下方面： 

(一)科研方面 

报告期内，加入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组建的“京科 121-999 玉米联合体”，联合

开发玉米新品种 MC121 与京科 999。 

1.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完成制种基地的落实与品种布局，制种田已全部播种完毕，目前苗情正常，长势

喜人。 

2.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玉米种子销量 9,192,508.49 公斤，比上年同期销量有所下降。 

公司销售部门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积累和沉淀，进行品种聚焦，市场聚焦，对市场进行分

级，然后聚焦优势区域，主推一个适宜的高端品种。在销售启动遭遇“疫情”袭扰的情况下，公

司克服困难，从生产、科研、质量等部门抽调人员到市场一线助力销售，通过各种优惠活动将种

子入户。 

销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上年度德单 5 号主栽区因高温、台风等极端天气造成减产的影响，

本报告期德单 5 号销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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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的要求进行的变更，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由于财政部的上述规定，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上述会计处理。 

根据新收入准则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仅调整首次

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将预收账款调整到合同负债列报。2019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预收账款列示 207,205,447.21 元，合同负债 0 元；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为预收账款列示 0 元，合同负债 207,205,447.21 元。 

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志军 

2020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