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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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668,698,408.27

2,604,454,274.10

2.47%

1,681,104,978.19

1,695,816,746.35

-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450,289,776.88

-1.46%

1,675,833,583.03

1.96%

-11,863,197.78

43.23%

17,283,631.45

187.21%

-10,884,724.41

52.41%

12,840,190.92

1,347.62%

116,390,922.74

-28.51%

121,001,224.21

511.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

44.67%

0.0394

179.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

44.67%

0.0394

179.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0.62%

1.03%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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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054,041.08
564,191.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70,211.0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48,494.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56,086.82
4,443,440.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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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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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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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8,446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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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29.24%

128,244,930

0

2.44%

10,709,504

10,709,504

限公司
合肥兴泰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 国有法人
公司
朱黎辉

境内自然人

1.29%

5,656,682

5,656,682

任正鹏

境内自然人

1.17%

5,124,682

5,124,682

申建国

境内自然人

1.03%

4,525,345

4,525,345

张安春

境内自然人

0.73%

3,205,649

3,205,649

王春飞

境内自然人

0.63%

2,750,000

0

李满库

境内自然人

0.60%

2,632,344

2,632,344

周明华

境内自然人

0.52%

2,280,000

0

王统新

境内自然人

0.41%

1,815,410

1,815,41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数量

128,244,930 人民币普通股

128,244,930

王春飞

2,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0,000

周明华

2,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0,000

陈昌芬

1,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0

张晓夏

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000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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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池

7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4,000

#李翠兰

689,500 人民币普通股

689,500

伍彩仪

656,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6,800

#叶皆青

602,590 人民币普通股

602,590

#阎越

5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588,800

上述股东中，已知合肥建投、合肥兴泰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股东朱黎辉、任正鹏、张安

说明

春、任红梅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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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李翠兰的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0 股，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689,500 股；股东叶皆青的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15,000 股，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况说明（如有）

587,590 股；股东阎越的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0 股，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588,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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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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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报告期末/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应收账款融资

17,016,064.56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上年末/上年同期

增 减

原

因

40,220,793.41

-57.69%

主要系农化采购背书转让

277,553,617.73

187,078,869.16

48.36%

主要系农化预付材料采购款

4,471,830.53

16,609,718.29

-73.08%

主要系湖北丰乐收到应收的
补偿款、折扣款等

其他流动资产

250,160,286.60

163,475,490.12

53.03%

主要系理财产品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12,390,000.00

0.00

100.00%

主要系农化计提应付退货款

研发费用

25,403,674.87

16,951,588.36

49.86%

主要系成立技术中心，加大研
发投入

财务费用

7,674,150.73

4,790,002.39

60.21%

主要系本期汇兑净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564,191.83

1,130,242.39

-50.08%

主要系上期收到华智股权转
让收益

信用减值损失

-1,426,427.07

87,865.90

1723.41%

主要系农化单项计提应收款
坏账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

-696,593.89

-9,830,076.10

-92.91%

主要系上期玉米产业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营业外支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3,652,383.76

922,016.18

296.13%

主要系支付土地拆迁补偿款

121,001,224.21

19,789,536.75

511.44%

主要系农化收到货款增加；新

金流量净额

疆乐万家皮棉贸易预付采购
款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35,781,849.22

47,809,656.58

-174.84%

主要系银行贷款减少

-807,304.67

524,990.24

-253.78%

主要系农化受汇率变动影响

-43,806,632.09

-31,390,383.35

-39.55%

现金流出同比增加

金流量净额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
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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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投资建设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情况
2016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的五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国家企业技术中心项目的议
案》，2016年9月13日，丰乐种业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关于投资建设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项目的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公司拟建设总建筑面积约2.7万平方米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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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心”）（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6-034号公告）。
目前,该中心大楼正在办理竣工验收工作。
2、关于公司部分账户及资产被冻结情况
2017年1月17日，
公司从所开户银行获悉部分账户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冻结，2017年5月31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查封、冻结、扣押通知书》，因申请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诉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名被申请人及第三人深圳市和君创业控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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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查封公司部分地块及冻结公司部分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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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公司向深圳中院提出拟以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部分资产作为担保，申请保全置换，对公
司基本账户解除冻结，对查封土地予以解封。2019年9月30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
丰乐农化名下位于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境内的用于保全置换的相关资产；解除对公司名下土地权证号为合
国用（2005）第595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查封；解除对公司基本账户的冻结。截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基本账户已解冻，恢复正常使用。公司其他冻结账户冻结余额共计13,251,945.11元。（详见《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001、023、027号,2019-028、054、055号公
告）
3、2019年度权益分派情况
2020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派预案》，
5月13日，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38,582,129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0元人民币现金。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6月16日实施完毕。
（详见《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3、007、023、027号公告）
4、收购湖南金农31.5%股权
2020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南农大金农种业
有限公司 31.5%股权的议案》，同日，公司与华春投资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公司以评估价格 499.64 万
元收购华春投资所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金农 31.5%股权，并于4月底完成收购款支付工作。湖南金农于5
月初在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湖南金农
82.5%股权。（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3、017、024
号公告）
5、收购全奥农业40%股权
2020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同路农业收购云
南全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同日，同路农业与陈绍华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同路农业
以评估价格 685.90 万元收购陈绍华所持云南全奥 40%股权，于5月初完成收购款支付工作。云南全奥于5
月初在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了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同路农业
持有云南全奥100%股权，云南全奥成为同路农业全资子公司。（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3、018、025号公告）
6、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终止的情况
2020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终止的议案》，同意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10T/h 玉米
种子加工包装生产线建设项目”和“高通量分子育种平台建设项目”，该议案于5月13日经公司2019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均已用于支付交易对方的现金对价款项。（详见《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3、014、016、023号公告）
7、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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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瓜菜产业控股
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王国军等六位自然人成立合资公司“合肥丰乐新农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
工商登记机关核准，该合资公司名称核定为“合肥丰乐新三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0 万元。该
事项已经合肥市国资委2020年第18次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该合资公司于8月中旬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并
取得了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28、029、031号公告）
8、设立东北分公司
2020年7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合肥丰乐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设立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
经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东北分公司名称核定为“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东北水稻分公司”，该公司于8
月中旬完成了工商登记并取得了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详见《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28、030、035号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投资建设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情况

披露日期
2016 年 08 月 26 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6-034 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部分账户及资产被冻结情况

2017 年 01 月 19 日

2017-001、023、027 号，2019-028、054、
055 公告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情况

2020 年 04 月 22 日

收购湖南金农 31.5%股权

2020 年 04 月 22 日

收购全奥农业 40%股权

2020 年 04 月 22 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终止的 2020 年 04 月 22 日
情况
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2020 年 08 月 01 日

设立东北分公司

2020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003、007、023、027 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003、017、024 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003、018、025 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003、014、016、023 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028、029、031 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028、030、035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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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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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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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62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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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国元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10,709,504股新股，每股发行价格为7.47元，募集资金人民币79,999,994.88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6,916,541.73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3,083,453.15元。根据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
终止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额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款项。（具体内容详见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2020-014号、016号）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3517.93元，均为银行账户利息收入。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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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自有资金

合计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16,940

16,940

0

16,940

16,94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9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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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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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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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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