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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87                           证券简称：富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2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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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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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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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股份 股票代码 30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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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刚 易旻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三路 288 号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三路 288 号 

电话 027-87002158 027-87002158 

电子信箱 hbforbon@forbon.com hbforbon@forbon.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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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9,796,596.24 340,233,245.48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080,681.47 58,336,699.99 -4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0,448,094.86 58,488,792.61 -47.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324,587.43 -9,606,091.94 696.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0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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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0 -4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4.76% -2.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713,391,526.08 1,736,133,043.14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40,547,761.56 1,230,420,905.69 0.8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25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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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应城市富邦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28% 93,820,080 0 质押 31,000,000 

NORTHLAND 
CHEMICALS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5.58% 16,214,046 0   

武汉长江创富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2% 15,765,672 0   

上海有洲贸易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8% 7,776,700 0   

姚元熙 境内自然人 0.86% 2,506,379 0   

正鸿发展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59% 1,703,253 0   

黄祥峰 境内自然人 0.58% 1,684,801 0   

武汉德兴建业

产业园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3% 1,541,100 0   

潘笑 境内自然人 0.49% 1,424,600 0   

吴媛媛 境内自然人 0.45% 1,305,74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应城市富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王仁宗与方胜玲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武汉

长江创富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方胜玲控制的公司。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应城市富邦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93,820,080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9,920,080 

股，通过中信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3,900,000 股；股东武汉德兴建业

产业园投资持有 1,541,100股，其中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00,000 

股；股东潘笑持有 1,424,600 股，其中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24,300 股; 股东吴媛媛持有 1,305,743 股，其中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1,305,743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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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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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重大事项 

1、2020年1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署《引进以色列农业先进技术合作备忘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截

至报告期末，数字农业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已经完成土壤改良80余亩、平整土地约 215 亩，完成排水管网及路

面的铺设、园区绿化等基础性设施建设工作；国产连栋大棚已完成配套滴灌设备建设，并开始经济作物种植；以色列大棚设

备与材料陆续到港，以色列技术人员已经入驻，已经完成大棚主体钢结构安装工程，传感器等智能设备安装工作即将启动；

配套设施中，包装与冷藏室、苗圃服务室已开始建设，示范推广中心科研与教学楼处于建筑设计阶段。 

2、2020年4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20年5月19日，召开了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等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2020年5月1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截至

报告期末，鉴于资本市场环境、融资时机的变化与公司实际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未取得实质进展，本次非公开

发行方案已到期自动失效。 

3、2020年5月22日，公司与北京京东乾石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京东农场全产业链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告编号：

2020-045）。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通过京东的采购商资质审核，正利用土壤大数据地图，茎水势传感器，遥感检测、产量

预估等服务，借助于特种肥料、数字配肥机、数字水肥一体机、各种传感器等产品，以土壤检测为切入点，推进相关方的智

能化、数字化改造工作。 

4、2020年10月15日，公司签署《联合共建“京东农场数字农业武汉研究中心”合作协议》（公告编号：2020-071）。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和天津佳沃、河北辛集皇冠梨、新疆亚东和伽师新梅等数个农场签订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涉及到水

稻的智能灌排，Fruitspec产量预估，土壤数据地图和Saturas茎水势传感器等领域。下半年将在更广泛的京东农场种植端展开

合作，协助京东农场完善种植领域产业链数字管理和智能操作等工作。 

5、2021年1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署《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公司将与

OCP S.A.拟各出资500万美元设立合资公司，双方充分利用中国特别是武汉地区研发的资源优势与双方专业优势，围绕增值

肥料和数字农业领域进行研发，助力公司专有技术和服务的知识产权输出。截至报告期末，该合资公司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

要求已进入境内、境外申报注册阶段。 

6、公司始终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管理方针。公司制定并完善了安全生产职责、隐患排查与治

理、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管理、危险物品及重大危险源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公司始终坚持生产排查治理隐患和监控

重大危险源，建立预防机制，规范生产行为，使各生产环节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不断加强企业安

全生产规范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较大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的安全事故。公司安环部门定期识别安全教育培训需求，制定、实施

安全教育培训计划，提供相应的资源保证，组织安全教育培训共计四次。针对生产基地全体员工，公司组织开展了涉及消防

培训及演练、危险作业管理制度、特种作业管理制度、劳动保护用品使用标准的主题培训，并做好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建立

安全教育培训档案，实施分级管理，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和改进。 

（二）子公司重大事项 

1、湖北富邦高投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1年5月31日完成了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代表

省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入伙和自然人合伙人份额转让的工商变更，换领新的营业执照。基金变更后认缴金额为20,000万元，

其中高翼联汇投资基金管理（武汉）有限公司认缴200万元，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认缴8800万元，湖北巨晟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认缴3000万元，武汉市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认缴4,000万元，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增认缴4,000

万元。 

截至2021年8月5日，基金实缴金额10,000万元，其中高翼联汇投资基金管理（武汉）有限公司实缴100万元，湖北富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缴4,400万元，湖北巨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实缴1,500万元，武汉市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实缴2,000

万元,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实缴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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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基金累计投资项目5个，累计投资金额6200万元。2021年上半年新增投资项目1个为北京中科原动力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金额700万元。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4月，孵化于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旨在利用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技

术赋能农业，以智慧农业和智能农机为切入点，主推农机无人驾驶系统及相关配套产品的解决方案。与现有农机导航产品相

比，团队研发的农机无人驾驶产品可以使传统农机具备全天候、无人化作业功能，从而减低人员投入，提高作业效率，提升

作业安全，起到节本增收的效果。2021年8月20日基金新增投资项目武汉双绿源创芯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投资金额1000万

元。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由我国著名植物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张启发和国家知名学者周发松博士等高端人才共同创办，

公司开发了行业领先的基因组智能育种系统，为生物育种提供综合解决方案。该系统以生物育种基因芯片为核心，以植物全

生育期智能育种工厂为基础，为挖掘特异种质资源的功能基因、培育绿色优质品牌品种，解决种源难题的高新技术支撑。 

2、2021年4月27日，公司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了募投项目“荷兰诺唯凯剩余股权款支付项目”由于交易双方对荷兰

诺唯凯实现的利润情况存在分歧，导致对支付的具体金额存在分歧，荷兰当地仲裁机构原计划2020年一季度举行听证会，受

新冠疫情影响，听证会预计延期至2021年8月底举行。经公司管理层讨论决定，待仲裁结果明确后，再根据仲裁结果将收购

款通过CMS律师事务所支付给交易对方。 

3、2021年1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公司全资子公

司富邦新材料获得湖北省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证书编号为：GR202042004611；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科迈获得湖北省

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证书编号为：GR202042000519。自2020年1月1日起富邦新材料和武汉科迈连续三年（2020年—2022

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将对公司报告期内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

影响。 

4、2020年2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艾西斯（中国）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截至报告期末，阿尔赛斯（武汉）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取得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外商投资企业准

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注册号：420100400110009），并取得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F04HD3J）。 

5、2021年8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为了推动公司在现代农

业大棚、育种筛选技术、智能滴灌、水肥一体化等领域的技术积累，切入在高端水果、蔬菜和中草药等品种的繁种、育种方

面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完善公司在数字农业产业上的布局，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给投

资者以更好的回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北番茄公社数字农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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