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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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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陈章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雪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顾军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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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9,883,895.98 3,320,001,240.25 -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67,706,947.72 1,467,297,044.45 0.0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39,987.11 29,568,096.21 -111.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30,576,395.21 307,933,290.88 20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11,313.29 -10,253,788.65 10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79,455.74 -12,886,641.28 79.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03 -0.71 增加 0.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04 -0.0095 104.2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04 -0.0095 104.2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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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732,258.0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507,777.23 理财产品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689.7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61,956.02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2,990,76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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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5,41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农垦集团有

限公司 
250,250,000 23.12  

冻结 97,759,653 
国有法人 

质押 22,000,000 

中国农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157,718,120 14.57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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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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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卫南 11,673,153 1.0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现代种业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 
9,595,102 0.89  未知  国有法人 

吕涛 5,322,200 0.4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金雷 2,710,000 0.2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程亚男 1,799,700 0.1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苏焕营 1,238,000 0.1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250,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250,000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57,718,120 人民币普通股 157,718,120 

张卫南 11,673,153 人民币普通股 11,673,153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9,595,102 人民币普通股 9,595,102 

吕涛 5,322,200 人民币普通股 5,322,200 

金雷 2,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0,000 

程亚男 1,79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9,700 

苏焕营 1,2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8,000 

张雪 1,099,613 人民币普通股 1,099,613 

罗可华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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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因购销合同纠纷诉讼，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农发种业 97,759,653股份被司法冻结；

因偿还债务需要，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农发种业 22,000,000股股份进行了质押，质

权人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截至目前，中国农垦集团

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被冻结和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造成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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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

资产 

222,644,519.17 79,846,300.00  178.84 系本期理财产品购买和赎回相

比净增加。 

应收票据 59,050,850.00 23,407,356.00  152.27 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收款增加。 

在建工程 6,054,252.28 2,210,979.03  173.83 系本期新建项目投资增加。 

应付职工薪

酬 

15,708,444.06 24,763,503.48  -36.57 主要系本期兑现上年计提的绩

效薪酬。 

其他应付款 26,172,373.39 69,029,902.08  -62.09 主要系本期单位往来余额减少。 

长期应付款 34,580,579.97 76,037,311.81  -54.52 主要系本期归还代存的财政项

目款。 

 

3.1.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30,576,395.21 307,933,290.88 202.20  主要系本期化肥销售数量增加。 

营业成本 891,351,958.12 289,096,973.26 208.32 主要系本期化肥销售数量增加。 

研发费用 7,829,488.92 3,443,664.60 127.36 系本期按照研发项目进度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633,978.09 2,426,689.85 -73.87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 

其他收益 4,732,258.04 1,474,732.74 220.89 系本期政府补助收益增加。 

投资收益 507,777.23 2,156,154.55 -76.45 系本期理财收益减少。 

所得税费用 2,155,812.03 3,888.08 55,346.70 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39,987.11 29,568,096.21 -111.30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其它与经

营活动有关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3,554,908.69 -7,119,098.98 -2,056.94 主要系本期收回理财投资减

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384,206.39 -16,413,232.98 -12.01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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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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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2015年10月，公司完成收购河南农化股权事项，股权出让方郭文江承诺，河南农化自交易

完成日起当年以及以后2个会计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6,333.68万元、7,366.37万元和7,472.78万元。2015年河南农化未实现业绩承诺利润，

郭文江已按约定补偿。2016年河南农化未实现业绩承诺利润，按协议约定郭文江应补偿给本公司

12,158.77万元。2017年河南农化未实现业绩承诺利润，按协议约定郭文江应补偿给本公司

20,330.21万元。 

由于郭文江未在约定的期间内支付2016年度业绩补偿款，公司于2017年7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郭文江给付2016年度业绩补偿款12,158.77万元及相应利息，同时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

向法院申请判令承诺方给付预计2017年度的业绩补偿款15,197.72万元，并申请财产保全。2017

年9月，公司收到郭文江给付的2016年度部分业绩补偿款3,000万元。2018年3月，本公司因预计应

收取的2017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较此前诉讼请求金额增加，向法院提出增加诉讼请求，要求郭文

江补充给付2017年度业绩补偿款5,132.49万元，并向法院提出追加财产保全申请。 

2018年12月，郭文江签署协议将其持有的河南农化27.69%股权（已质押给本公司）以8,000

万元（含税）的价格，分别转让给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昊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税后股权转让款全部用于支付郭文江所欠本公司的业绩补偿款。2019年1月，本公司收到

8,000万元（含税），对于剩余未收回的业绩补偿款，公司继续通过诉讼方式全力追讨。 

 

2、2011年11月，公司完成收购广西格霖股权事项，股权出让方李日裕等自然人做出业绩承诺：

广西格霖自交易完成日起当年以及以后9个会计年度的实际盈利数不低于以下预测数：2011年

1,550万元，2012年1,730万元，2013年1,954.08万元，2014年2,631.33万元，2015年至2020年均

为3,468.97万元。2011年、2012年、2013年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2014年、2015年未实现业绩承

诺利润，承诺人已按约定补偿。2016年广西格霖未完成业绩承诺利润，按协议约定李日裕等自然

人应补偿给本公司1,736.57万元。截至目前，本公司收回100万元，剩余1,636.57万元尚未收回。 

由于广西格霖近几年业绩逐年下滑，为优化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生产经营布局，公司于2017

年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广西格霖51%股权，挂牌

价格不低于其评估值，最终以成交价为准。2017年12月，广西汇智弘祥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汇智弘祥）摘牌。2018年4月，本公司收到北京产权交易所的通知，汇智弘祥已交齐股权转让款

5,622.75万元。2018年11月，受让方汇智弘祥已按《产权交易合同》约定，完成广西格霖股权变

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公司不再持有广西格霖股权。 

 

3、2015年7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周口中垦现代农业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口服务公

司）以增资方式持有河南枣花粮油有限公司51%股权，枣花粮油原股东河南枣花面业有限公司做出

承诺：枣花粮油成立之日至2015年12月31日，营业额20,833万元，净利润208.33万元；2016年--2019

年，每年营业额50,000万元，每年净利润500万元；2020年1月—7月,营业额29,167万元，净利润

291.67万元。枣花粮油2015年完成盈利预测数，2016年度累积完成盈利预测数。2017年枣花粮油

未完成业绩承诺，按协议约定河南枣花面业有限公司应补偿给周口服务公司106.56万元；2018年

枣花粮油未完成业绩承诺，按协议约定河南枣花面业有限公司应补偿给周口服务公司52.83万元；

2019年枣花粮油未完成业绩承诺，按协议约定河南枣花面业有限公司应补偿给周口服务公司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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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枣花粮油未完成2020年1-7月的业绩承诺，按协议约定河南枣花面业有限公司应补偿给周口

服务公司89.12万元。周口服务公司已向承诺方发函，目前尚未补偿到位。 

 

4、2015年7月，郭文江针对本公司的子公司河南农化部分资产产权存在瑕疵作出如下承诺： 

（1）河南农化占用靠近濮阳市濮水路一侧一块宽约70米、长约300米的绿化地，并在该块土

地上建设了办公楼、门卫室、职工宿舍楼、食堂等建筑物。河南农化原股东郭文江承诺对因上述

事宜导致河南农化遭受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部门的罚款、所拆除的违章建筑物的建设

成本、对河南农化正常经营造成的损失等，将在收到河南农化书面通知后30日内，及时足额地以

现金方式向河南农化进行补偿。目前尚未造成损失。 

（2）河南农化的子公司——山东莘县颖泰化工有限公司实际占地面积中约有39亩尚未取得土

地使用权证。河南农化原股东郭文江承诺，对因上述事宜给山东子公司造成的任何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政府部门的罚款、所拆除地上建筑物的建设成本、生产设备重新安放产生的费用、对山东

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的损失等，将在收到河南农化书面通知后30日内，及时足额地以现金方

式向山东子公司进行补偿。目前尚未造成损失。 

（3）河南农化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中试车间、1号仓库和铝泥库，河南农化原股东郭文

江承诺：将尽最大努力积极促使河南农化尽快办理并取得相应的房屋所有权证。如因该等事宜给

河南农化造成任何损失的，本人将在收到河南农化书面通知后30日内，及时足额地以现金方式向

河南农化进行补偿。目前尚未造成损失。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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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章瑞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