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313

证券简称：农发种业

公告编号：临 2021-002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12 月期间，公司所属子公司----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湖北种子”）、中垦锦绣华农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绣华农”）、江
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土地”）、山西潞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西潞玉”）获得了相关政府补助款项共计 1,085.10 万元，现分项
说明如下：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1、湖北种子及其所属公司
（1）2020 年 10 月，湖北省种子管理局下发《关于下达 2020 年种业创新项
目资金的通知》；根据该《通知》，湖北种子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种业创新项
目资金”130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2）2019 年 7 月，武汉市科学技术局下发《关于下达 2019 年度科技计划
项目的通知》（武科[2019]39 号）；根据该《通知》，湖北种子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优质高产广适型杂交水稻新品种杨籼优 919 中试与示范”项目经费 75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3）2020 年 12 月，洪山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下发《关于拨付洪山
区 2020 年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的通知》；根据该《通知》，湖北种子所
属湖北鄂科华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科华泰”）于 2020 年 12 月收
到“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8.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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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 年 11 月，湖北省科技厅发布《关于 2020 年度农业农村领域省级
重点研发计划科创基地领域及科技精准扶贫领域第二批拟立项项目的公示》；根
据该《公示》，鄂科华泰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高档优质杂交稻品种选育及绿色
高效栽培技术集成研究”项目资金 50 万元。
（5）2020 年 10 月，湖北省种子管理局下发《关于下达 2020 年种业创新项
目资金的通知》；根据该《通知》，鄂科华泰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种业创新项
目资金”70 万元。
2、锦绣华农
（1）2020 年 10 月，湖北省种子管理局下发《关于下达 2020 年种业创新项
目资金的通知》；根据该《通知》，锦绣华农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种业创新项
目资金”126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2）2020 年 11 月，洪山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下发《关于洪山区 2019
年度市级创新产品专项奖励的拨付通知》；根据该《通知》，锦绣华农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水稻新品种-7 优 370 创新产品”奖励资金 2 万元，已记入“递延
收益”科目核算。
（3）2020 年 11 月，武汉市洪山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发布《2020 年
洪山区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项目拟支持结果的公示》；根据该《公示》，锦绣华农
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芝麻新品种中芝 23 的实施许可项目”奖励资金 0.75 万元，
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4）2020 年 7 月，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发布《2020 年度武汉市科协“企会
协作创新计划”项目评审结果公示》；根据该《公示》，锦绣华农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企会协作创新计划”项目经费 0.8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5）2020 年 9 月，湖北省科技厅发布《关于 2020 年度省重点研发计划第
二批（国际合作领域）拟立项项目的公示》，根据该《公示》，锦绣华农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中国-埃塞俄比亚高产优质适宜机械化芝麻品种选育及示范”项目
资金 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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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苏金土地
（1）2020 年 11 月，扬州市财政局、扬州市科学技术局下发《关于下达 2020
年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的通知》（扬财教[2020]96 号）；根据该《通知》，
江苏金土地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稻麦新品种扬麦 23、扬辐麦 8 号和扬粳 3012
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专项资金 400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304.23 万
元，记入“其他收益”科目 95.77 万元。
（2）2018 年 1 月，扬州市邗江区服务业发展局下发《关于拨付 2017 年市
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的通知》（扬邗服发[2018]3 号）；根据该《通知》，江
苏金土地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中农发现代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专项资
金 5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3）2020 年 6 月，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发布《2020 年度省重点研发计划（现
代农业）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后补助项目第一批拟立项目公示》；根据该《公示》，
江苏金土地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邗江主要农作物产业分店”项目补助资金 30
万元。
（4）江苏金土地与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于 2018 年合作申报了江
苏省农业重大新品种创制项目（抗稻瘟病优良食味粳稻新品种的培育和基于辐射
诱变选育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江苏金土地为该项目的参与单位。该项目采取
报账制的核算方式，其中：“抗稻瘟病优良食味粳稻新品种”培育项目，2020
年 12 月共报账 7.75 万元；
“基于辐射诱变选育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项目，2020
年 12 月共报账 9.08 万元。
（5）2020 年 9 月，扬州市农业农村局下发《关于 2020 年度市级现代农业
发展专项（现代高效农业发展、粮食优质高效发展）实施方案的批复》（扬农
[2020]215 号），江苏金土地所属扬州市现代种业研究院作为“扬州市现代种业
研究院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单位；根据该《批复》以及项目实施方案，扬
州市现代种业研究院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扬州市现代种业研究院示范基地建设”
项目专项资金 40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39.35 万元，记入“其他收益”
科目 0.65 万元。

3

4、山西潞玉
（1）2019 年 10 月，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下发《关于举办全省第十八期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示范培训班的通知》
（晋开发办函字[2019]188 号）；根据
该《通知》，山西潞玉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种植专业经营管理创业致富带头人
示范培训费”3.5 万元。
（2）2020 年 11 月，长治市上党区农业农村局下发《关于省级农业龙头企
业高学历人才奖补项目和贷款贴息项目资金拨付的批复》（长上农发[2020]109
号）；根据该《批复》，山西潞玉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高学历人才项目奖补资金”
8 万元，收到“贷款贴息项目奖补资金”14.14 万元。
（3）2019 年 9 月，长治市农业农村局下发《关于印发长治市 2019 年农民
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长农发[2019]60 号）；根据该《通知》，山西潞
玉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农业经理人培训资金”10 万元。
（4）2020 年 12 月，山西潞玉收到山西长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拨付的“联
合体补助资金”20 万元。
（5）2020 年 12 月，山西潞玉所属山西潞玉种业玉米科学研究院（以下简
称“玉米研究院”）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签署了《2020 年冬季种子企
业监督抽查样品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协议》，玉米研究院承担玉米种子品种纯度田
间小区种植鉴定任务；根据该《协议》，玉米研究院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鉴定费
用 14.75 万元。
（6）2020 年 9 月，长治市农业农村局下发《关于下达 2020 年市级有机旱
作农业资金使用计划的通知》（长农计财发[2020]36 号）；根据该《通知》，
玉米研究院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市级有机旱作农业封闭示范区（片）资金”20
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湖北种子及其所属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共计 333.33 万元，其中：记入
“其他收益”科目 128.33 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205 万元。
2、锦绣华农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共计 169.55 万元，其中：记入“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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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40 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129.55 万元。
3、江苏金土地收到政府补助款共计 491.83 万元，其中：记入“其他收益”
科目 143.25 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348.58 万元。
4、山西潞玉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共计 90.39 万元，已全部记入“其他收益”
科目。

公司有关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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