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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3                          证券简称：丰乐种业                           公告编号：2021-026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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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38,582,12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丰乐种业  股票代码 0007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晓新 朱虹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6500 号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6500 号 

传真 0551-62239957 0551-62239957 

电话 0551-62239888 0551-62239916 

电子信箱 gxx@fengle.com.cn zh000713@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种子和农化、香料产业。种子产业主要产品有杂交水稻种子、杂交玉米种子、常规水
稻种子、瓜菜种子、小麦种子、油菜种子、棉花种子；农化产业主要产品有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种

衣剂、复合肥等；香料产业主要产品为天然薄荷脑、薄荷素油。公司主要产品有： 

    杂交水稻种子主要产品有：丰两优香一号、深两优828、鹏优1269、嘉优中科13-1、嘉优中科6号、嘉

优中科10号、丰两优晚三、丰两优3305、丰两优四号、富两优508、两优5078、 创两优茉莉占、桃优205、

C两优755、C两优919、创两优926、陆两优4026、 内香8518、内6优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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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交玉米种子主要产品有：丰乐365、陕科6号、丰乐303、陕科9号、NK718、丰乐33、宏育601、丰乐

742、丰乐312、丰乐235、丰乐37、同玉609、同玉808、同玉18、同玉593、同玉213、同玉606、同玉008、

同玉11、金玉509、泰奥23、潞鑫2号、奥利66、TK601、铁391、蠡乐969、梦玉508、梦玉89、梦玉901。 

    常规水稻种子主要产品有：镇糯19号、镇稻18号、润稻118、早糯5号。 

    西瓜种子主要产品有：西农八号、丰抗八号、丰乐五号、丰乐腾龙、早佳；甜瓜种子主要产品有：丰

甜七号。 

    小麦种子主要产品有：宁麦24、乐麦608、乐麦L598、安科157、乐麦207、良星99、泉麦890。 

    油菜种子：德新油96、德新油198、德新油88、德新油59、德新油53、浙平4号、国华油1208、华油2

号。 

    棉花种子：新陆早56号、新陆早53号、新陆中67号。 

    农化产品主要有：除草剂（55%苄嘧·丙草胺可分散油悬浮剂、30%五氟·丙·吡嘧可分散油悬浮剂、

55%吡氟·异丙隆悬浮剂、20%唑啉草酯可分散油悬浮剂、24%吡嘧·五氟·丙草胺可分散油悬浮剂，23%烟
嘧•莠去津油悬浮剂、24%硝•烟•莠去津可分散油悬浮剂等）；杀菌剂（31%丙唑•福美双悬浮剂、30%精甲·嘧

菌酯悬浮剂、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30%醚菌酯悬浮剂、69%烯酰·锰锌可湿性粉剂、50%嘧菌酯水分散粒

剂等）；杀虫剂（40%联苯·噻虫啉悬浮剂，4.9%高氯·甲维盐微乳剂，10%阿维菌素悬浮剂，25%噻虫嗪悬
浮剂，5%多杀霉素悬浮剂，40%毒死蜱乳油等）；种衣剂（24%苯醚•咯•噻虫嗪悬浮种衣剂、18%多•咪•福美

双悬浮种衣剂、400克/升萎锈•福美双悬浮种衣剂、8%氟虫腈悬浮种衣剂、600克/升吡虫啉悬浮种衣剂）；

复合肥（氨酸法系列复合肥、腐值酸复合肥料、高塔系列复合肥、掺混肥）；原药产品：精喹禾灵、烟嘧

磺隆、苯磺隆、精噁唑禾草灵；消毒液。 

    香料产品主要有：天然薄荷脑、薄荷素油、“WS-23”凉味剂等。 

2.行业发展阶段和地位 

种业作为我国战略性、核心性的基础产业，是农业生产的芯片，是农业健康发展的基础。2020年，国
家出台一系列鼓励种业创新、深化种业体制改革的政策，加大对种业扶持力度，种业市场集中度提高，种

业企业研发能力逐步提升，公司是国内种业龙头企业、种业信用明星企业。农化行业环保形势日趋严峻，

产品向绿色环保、高效、低毒方向发展，市场竞争充分，公司农化产业发展历史20年，有良好的品牌和市
场影响力，名列行业前50强。公司是国内著名的天然薄荷脑生产企业，行业特点是原材料及产成品价格市

场波动较大。 

3.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跨地区、跨行业的综合性公司，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种业信

用明星企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安徽省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徽省西瓜甜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多项荣誉于一身，企业综合实力与规模居中国种子行业前列。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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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456,598,310.13 2,403,955,879.24 2.19% 1,927,145,47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404,764.44 57,228,862.54 -11.92% 53,189,56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851,571.45 43,020,583.20 -49.21% -59,856,643.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476,257.59 131,969,391.68 51.15% -66,965,431.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49 0.1335 -13.93% 0.17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49 0.1335 -13.93% 0.1780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5% 3.55% -0.60% 3.9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2,656,602,166.06 2,604,454,274.10 2.00% 2,442,500,51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3,493,464.28 1,695,816,746.35 1.04% 1,576,035,755.1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47,558,392.20 677,985,413.95 450,289,776.88 780,764,72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66,887.01 8,179,942.22 -11,863,197.78 33,121,13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909,973.67 3,814,941.66 -10,884,724.41 9,011,380.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406,887.04 98,017,188.51 116,390,922.74 78,475,033.3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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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13,77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0,30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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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合肥市建设

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24% 
128,244,9

30 
0   

合肥兴泰金

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 7,963,8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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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1% 2,690,281 0   

李满库 
境内自然

人 
0.60% 2,632,344 2,63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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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九章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九章

幻方青溪1号

私募基金 

其他 0.45% 1,953,990 0   

王统新 
境内自然

人 
0.41% 1,815,410 1,815,4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已知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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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朱黎辉、任正鹏、张安

春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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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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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从事种业、种植业务》的披露要求 

2020年，在严峻的国内、国际市场环境下，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汛情，公司围绕既定的发展目标，

克服重重困难，充分发挥种业、农化的双主业优势，防范各类重大风险，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种子产业

把握行业趋势，转变思路，继续推进经营模式创新和产业链延伸；农化产业加强精益化管理，提升管理水

平；香料产业稳控经营风险，调整产品结构，提升盈利能力，公司各产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平稳、健康。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5,659.83万元，较上年同期240,395.59万元增加5,264.24万元，增长

2.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040.48万元，较上年同期5,722.89万元减少682.41万元，下降

11.9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185.16万元，较上年4,302.06万元减少2,116.90万元，下降
49.21%。各产业中，种子产业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38,397.98万元, 同比下降5.35%,主要系公司玉米种子

事业部收入同比减少，同路农业、水稻种子、小麦及其他种子收入同比增加；农化产业2020年实现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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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175,274.78万元（含控股子公司湖北丰乐营业收入42,385.5万元）,同比增长14.33%，主要原因是丰乐

农化持续加大环保、研发和技改投入，年产450吨原药项目投产，原药产能增加，收入同比增加；控股子
公司湖北丰乐肥料收入同比增加；香料产业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31,987.07万元，同比下降31.23%，主要

因报告期受国外疫情影响，主要产品薄荷脑和素油市场价格呈下行趋势，销售量下降，收入减少。 

报告期，公司收购了湖南金农31.5%股权和云南全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设立了控股子公司合
肥丰乐新三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丰乐种业东北分公司。 

    2020年选育和审定品种23个，其中国审品种15个，省审品种8个；完成试验程序待报审品种33个，其

中国审25个，省审8个，参加区试组合89个次（具体见下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57项，授权品种权1

项。截至2020年底，公司共有国内注册商标70枚，国外注册商标7枚。 

项 目 类 别 名  称 

新增审定品种 国家级审定 水稻（8个）： 

富两优508、红优2431、两优5398、萍两优航1573、桃优314、、

五优305、广明优华占、泼优6298 

玉米（6个）： 

丰乐358、京科939、同路928、榜玉169、榜玉100、梦玉89 

小麦（1个）： 

乐麦G1302 

省级审定 水稻（3个）： 

两优晶玉、两优3386、两优3962 

玉米（4个）： 

丰乐816、梦玉706、丰乐382、蠡乐969 

小麦（1个）： 

轮选33 

完成试验程序

待报审品种 

申报国家审定 水稻（10个）： 

两优517、泰两优3808、皖两优珠占、长两优88 、云两优966、

乐优916、乐两优66、鹏优1269、长两优73、金隆优086 

玉米（15个）：  

丰乐831、丰乐390、丰乐516、丰乐397、丰乐399、丰乐831、 

陕科6号、奥美95、丰乐742、爱玉18、梦玉298、奥美288 

梦玉80、鑫联鑫638、同玉268 

申报省级审定 水稻（2个）： 两优1219、乐优456 

玉米（6个）：  

金地929、金地928、金地915、陕科6号、陕科9号、梦玉701 

组合参加区试

情况 

国家区试 水稻：19 

玉米：50 

省级区试 水稻：4 

玉米：14 

小麦：2 

    报告期，公司共安排制种面积8.43万亩，总产量2872.75万公斤，发生销售退回合计6,602.45万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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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种子产品 383,979,770.49 -6,571,612.20 36.86% -5.35% -180.54% -5.21% 

农化产品 
1,752,747,804.

48 
60,036,397.56 10.42% 14.33% 10.59% -1.40% 

香料产品 319,870,735.16 14,518,726.20 10.02% -31.23% 28.35% 2.7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财务报告中的“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相关内容。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1户，减少1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合肥丰乐新三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立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

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合肥市化学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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