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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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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王一鸣 工作原因 何安妮 

 

4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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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公司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27,094,534.97元，2020年年初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77,283,676.10元，2020年年末合并

报表未分配利润为-50,189,141.13元；2020年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250,179,646.94元，2020

年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255,330,018.78元。 

2020年度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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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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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发种业 600313 中农资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海涛 宋晓琪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31号中水

大厦3层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

同31号中水大厦3层 

电话 010-88067521 010-88067521 

电子信箱 huhaitao@znfzy.com songxiaoqi@znfz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业务是农作物种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化肥贸易以及农药的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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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为农作物种子业务，产品涵盖玉米、水稻、小麦、棉花、油菜等多种农

作物种子，分别由公司所属的河南地神等 7 家种业子公司开展农作物种子的研发、繁育、生产和

销售。公司种业的核心产品是玉米、小麦和水稻种子。 

在研发繁育方面，公司采取以自主研发为主、与国内外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种子企业合作为辅

的模式。公司以常规育种为主，生物育种为辅，在全国主要玉米生态区建立较为完善的绿色通道

试验网络，建立区域性小麦和水稻筛选测试平台，构建系统的商业化研发体系。 

在生产方面，公司主要采取委托第三方生产的模式，在种子生产优势基地，按照生产计划与

委托种子生产商签订生产合同，约定生产面积、数量、质量标准和价格，由委托生产商组织生产，

公司对生产全程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以保证生产的种子质量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 

在营销服务方面，公司采取“公司+经销商+农户”或“公司+种植大户”以及种药肥一体化服

务等多种销售模式，开展种子营销服务。公司销售以县级代理为主，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和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主体的涌现，公司在重点优势区域逐步开展大户直销、全产

业链农业综合服务。公司与经销商或种植大户签订销售协议，经销商或种植大户按照公司的规定

付款提货，公司负责市场维护和全程服务，销售结束后，公司根据年度销售政策与经销商或种植

大户进行结算。 

化肥贸易业务由所属的华垦公司开展，主要从事用于农业种植的化肥产品进口，产品主要包

括高品质复合肥、资源性钾肥、国家扶持的绿色高效特种肥料。华垦公司根据国内市场需求进行

采购和销售，并逐步建立自有品牌，持续开展化肥产品试验示范和技术服务指导与推广工作。农

药业务由所属的河南农化公司开展生产经营，主要产品为 MEA、DEA、乙草胺原料药和喹草酸原料

药等，采用以销定产的方式保证下游客户生产需求。 

（二）行业情况说明 

1、农作物种业 

种业是农业产业链的源头，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产

业安全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 2011年以来，国家对种业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

国家对种业发展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进，种子市场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种业发展环境更加优化，促

进了种业快速发展。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大战略部署，坚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将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采取有力措施

防止耕地“非粮化”，着力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国家政策支持扶优扶强，种业行业集中度

不断提高，优势资源进一步向龙头企业聚拢，一些有研发实力的大中型种子企业快速发展，形成

强者更强的市场格局。政策环境不断优化，新冠疫情以来，政府加大对优势企业扶持力度，尤其

是疫情期间出台的一些优惠政策，使种业营商环境不断向好。 

近年来，我国种业品种更新换代加快，向节肥节水节药、高产优质多抗、全程和全面机械化

方向发展，高产稳产、抗性好的优质品种仍然受到市场青睐。种子企业转型升级加快，从种子供

应商向农业综合服务商转变，为我国新型农业主体（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种植合作社）提供产

前、产中和产后一体化综合农业服务，包括农机、农资、种植方案、收储、粮食加工和金融服务

等。 

近年来，在强大市场压力下，各大种子企业全面加大清库存、调结构、谋创新、找定位的力

度。2020年，玉米种子库存降到新低，玉米粮食价格回暖，种植面积与去年基本持平；水稻种子

由优质向优质高产并重发展，通过大力发展双季稻，水稻种植面积有所回升；从整体来看，小麦

种子质量较高，供应总量略少于去年，但依然供大于求，自留种现象严重，小麦种子销售价格略

低于去年，但主导品种及优质订单品种价格依然坚挺，小麦粮食继续获得丰收，收购价与去年基

本持平。 

农作物种业属于长周期行业，受国家政策及产业环境的影响较大。受国家种植结构调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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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审定制度和粮食收储政策改革对种业的持续影响，玉米、小麦和水稻等种子市场化进程加快，

同质化品种“井喷”创新高，加之国家取消或放宽外资种业准入限制，给国内种企带来了更多挑

战，我国种子市场依然处于供大于求、持续低迷的形势，市场竞争更趋白热化。 

公司总部具有全国“育繁推一体化”生产经营资质，是中国种子行业信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

业，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单位。公司所属的种业公司中有 5 家是“中国种业信用骨干企业”，4

家具有全国“育繁推一体化”生产经营资质。公司在产品研发、种子生产、品种及品牌推广、渠

道建设、创新营销模式和搭建一体化服务平台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行业优势，具备较强的市场竞

争力和一定的行业影响力，公司种业综合实力处于全国前列。 

2、化肥贸易业务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化肥进口货源不稳定，供应渠道收窄，海运价格涨幅明显、

船期不确定等因素，使得化肥进口成本大幅度增加。同时，钾肥进口大合同谈判及钾肥进口合同

签订时间较晚，且单价较 2019年下降，钾肥市场供需矛盾仍然较为突出。但与此同时，近年来国

家对粮食生产和安全高度重视，提出要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夯实农业基础，这对我国化肥市

场带来积极影响。新型特种肥料作为化肥行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之一，能够同时满足我国粮食生产

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的双重需求。新型特种肥料作为新兴力量，有望撬动化肥行业转型升级，使

化肥行业重新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公司所属的华垦公司，是国内拥有化肥进口经营权的四家公司之一，从事化肥进口贸易业务

多年。在当前全球新冠疫情、贸易摩擦、化肥行业竞争激烈和宏观经济形势、市场行情的影响下，

华垦公司经营业绩受到直接影响。为减少各方面带来的影响，华垦公司主动适应市场变化，采取

有力措施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企业经营能力：一是全力做好客户服务工作，维护大客户合作关

系，同时着力扶持中小客户的发展；二是积极整合国际优质肥料产品资源，引进多品类产品，完

善产品线；三是积极开拓新业务、新品种，特别是新型特种肥的进口数量持续增加，盈利水平有

所提升。2020 年华垦公司在行业内的影响力逐步增强，获评中国农资流通企业综合竞争力第 17

名、中国农资流通企业营业收入 20强、中国农资行业最佳渠道品牌。 

3、农药业务 

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低稳发展后，农药行业在深入改革和调整上更进一步，但原药强、制剂

弱的整体情况仍未改变，长期以来国内厂家以量取胜，行业同质化严重，部分产品供需矛盾巨大

的情况尚未改变。受管理新政、环保、安全重压、中美贸易摩擦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因素影响，

部分农药企业将缺乏生存空间，中小产能企业出清加快，行业集中度提升明显。 

公司所属的河南农化以精细化工为主导，主要从事酰胺类除草剂原料药、中间体以及喹草酸

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较大的酰胺类除草剂原料药及中间体的生产企业之一。随着

环保安全监管升级，农药行业大批落后产能将被淘汰、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河南农化在推

进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后，产品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320,001,240.25 3,088,445,897.92 7.50 3,115,360,970.13 

营业收入 3,662,548,774.43 5,135,725,233.60 -28.68 3,446,395,3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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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094,534.97 18,183,884.22 49.00 31,702,74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66,347.73 -14,667,057.42 103.86 -18,064,84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67,297,044.45 1,440,282,629.05 1.88 1,421,602,604.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1,676,344.87 40,234,931.58 276.98 31,842,961.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50 0.0168 48.81 0.029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50 0.0168 48.81 0.02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86 1.27 增加0.59个

百分点 

2.2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07,933,290.88 947,399,443.17 1,025,545,854.85 1,381,670,18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253,788.65 1,175,090.29 3,780,789.40 32,392,44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2,886,641.28 -5,518,113.93 -1,743,641.43 20,714,744.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568,096.21 59,123,730.12 -116,722,128.33 179,706,646.8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9,7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5,415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农垦集团 0 250,250,000 23.12   冻结 97,759,653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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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0 157,718,120 14.57   无   国有法人 

郭文江 0 47,607,003 4.40 47,607,003 质押 47,607,003 境内自然人 

宋全启 0 15,194,553 1.40 15,194,553 质押 15,194,553 境内自然人 

张卫南 0 11,673,153 1.0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现代种业发展

基金有限公司 

-10,664,300 9,595,102 0.89   未知   国有法人 

吕涛 9,200 5,309,200 0.4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574,628 0.42   未知   国有法人 

张紫阳   3,986,900 0.3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宁波幻方量化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幻方量

化青溪 8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2,852,500 0.26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所属企业。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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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计 3,320,001,240.25 元，负债合计 1,158,882,784.87 元，所有者权益合

计 2,161,118,455.38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67,297,044.45 元；2020年公司

营业总收入 3,662,548,774.43元，净利润 51,175,599.16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094,534.97 元，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总部开展玉米自营业务使得

毛利增加和管理费用支出同比减少。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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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会计政策变更的详细情况见《公司 2020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附注“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与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本公司 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0 户，

详见《公司 2020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