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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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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

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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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总股本 454,098,437 股扣除截至年度报告

披露之日（2022 年 3 月 29 日）公司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 8,964,236 股后的股本 445,134,20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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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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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荃银高科 股票代码 30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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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一 王允利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98 号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98 号 

传真 0551-65320226 0551-65320226 

电话 0551-65355175 0551-65355175 

电子信箱 winallseed2013@163.com winallseed2013@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公司主要从事优良水稻、玉米、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研发、繁育、推广、服务，以及利

用公司优质特色品种带动的订单农业业务。公司一直坚持走“以科研为源头、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

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创新之路，持续培育和推广了一系列优良农作物品种；积极探索订单农业业务，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增效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小麦、瓜菜、棉花、油菜等农作物种子，销售区域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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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华中、华东、华南、东北、华北、西南、西北等国内主要农作物种植区域及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境外

地区；公司利用优质特色品种带动的订单农业产品主要供应给国内用粮、养殖等企业。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随着全球以“生物技术+信息化”为特征的种业科技革命的兴起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加速推进，种业

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引领性地位日益突出。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农业发展新

动能、赢得农业竞争优势迫切需要种业优先发展、率先突破。近年来支持种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法律法规

制度体系日益完善，推动着我国种业在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能力、种业创新能力、种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

能力和依法治理能力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种企兼并重组持续活跃，一批规模小、研发水平落后的企业

逐步被淘汰或被兼并，具备“育繁推一体化”经营能力的龙头企业迅速成长；优质企业积极布局海外市场，

整合国内外种质资源，扩大经营规模；种业与农化、信息、生产服务等领域融合发展，逐步打造全产业链

发展模式。但当前我国种业还存在诸多不足，种企多而散、竞争激烈、突破性品种缺乏、同质化严重；种

业向农业服务延伸刚刚起步，尚在探索阶段；常规育种多，现代生物技术应用不普遍，育种效率较低；同

时，我国种业进一步扩大开放还将面临全球化竞争的挑战，现代种业发展任重道远。 

报告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从加强农业种

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

展等方面对种业作出总体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强调把种源安全提

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

源自主可控。上述一系列指导性意见的出台和重点任务的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种业工作指

明了方向。 

（3）公司地位 

公司是首批获农业部颁证的农作物种子“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第六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安徽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合肥市重点龙头企业，是农

业部和地方政府重点支持的种业企业之一，被中国种子协会认定为“中国种子企业十年AAA级信用企业”，

2021年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中国种业领军企业、强优势企业阵型以及“2021年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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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538,394,311.20  2,472,447,760.58 43.11% 1,729,688,94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3,411,767.86 675,300,719.30 103.38% 481,529,122.9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520,772,778.56 1,601,709,079.85 57.38% 1,153,661,61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045,332.23 133,447,779.74 26.68% 94,577,40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570,594.04 108,472,456.26 37.89% 77,027,20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5,451,713.84 -64,974,818.15 770.19% 12,805,286.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2 21.88%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2 21.88%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2% 24.86% -6.64%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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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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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245,563.46 383,429,439.53 521,490,868.06 1,321,606,90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1,685.35 -7,395,164.06 8,507,634.37 170,004,54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47,301.38 -8,070,027.66 4,381,839.83 157,106,08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298,090.48 -37,756,365.30 643,966,850.36 -47,460,6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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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4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5,062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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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0.37% 92,520,965 0   

贾桂兰 
境内自然

人 
6.87% 31,200,672 0   

张琴 
境内自然

人 
4.93% 22,384,458 22,376,972 质押 2,85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华内

需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1.59% 7,2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实农

业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2% 6,450,439 0   

USB  AG 境外法人 1.38% 6,281,846 6,266,2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华同

力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2% 6,000,000 0   

张从合 
境内自然

人 
1.24% 5,637,476 4,694,72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融轩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3% 5,601,636 0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第
其他 1.21% 5,50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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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贾桂兰、王玉林（持股 4,205,290 股）是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张琴、刘家芬（持股 144,987 股）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安排。 

注：前十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股份数量为 8,964,236 股，已按照要求未纳入前十名股东列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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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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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绩情况 

报告期，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发挥资源优势，夯实核心

能力，实现公司稳步高效发展。公司营业收入252,077.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7.3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6,904.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68%。 

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公司种子业务持续增长，主推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等品种市场表现

良好；（2）订单农业业务规模增加；（3）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全面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2、控制权发生变更 

2020年12月31日，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现代农业”）与贾桂兰、王玉林签署《表

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贾桂兰、王玉林将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合计35,405,962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的8.23%）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中化现代农业行使并成为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表决权委托完成后，中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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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业拥有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127,926,927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29.73%，取得公司控制权。2021

年1月20日，《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生效，公司由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控股股东为中

化现代农业，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1年12月10日，经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批准，中化现代农业与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种集团”）签署《股份划转协议》，拟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92,520,965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数的20.37%）以无偿划转的方式转给中种集团；同时，中化现代农业、自然人股东贾桂兰、王玉林及中

种集团签署《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的权利义务承继确认函》，确认在本次无偿划转经中国中化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批准并完成交割的同时，由中种集团自动承继中化现代农业于2020年12月31日与贾桂兰、王

玉林就公司35,408,962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7.80%），达成的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关系安排

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2021年12月23日，本次无偿划转涉及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本次权益变动后，中种集团成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2020

年12月31日已发行总股本430,330,071股扣除截至年度报告披露之日（2021年4月23日）公司回购专户持有

的股份8,964,236股后的股本421,365,83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42,136,583.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2021年5月28日，该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4、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2020年公司启动了再融资计划，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不超过5.5亿元，用于投资项目研

发创新体系建设项目、农作物种子海外育繁推一体化建设项目、青贮玉米品种产业化及种养结合项目。 

    该事项于2021年5月27日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荃银高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股23,768,366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549,999,989.24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36,916,221.13元，新增股份于

2021年8月16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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