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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3                证券简称：丰乐种业                公告编号：2022-051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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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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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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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51-62239888 0551-6223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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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87,910,471.49 1,362,115,711.80 -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495,197.77 20,966,748.35 -2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8,898,107.79 18,519,668.75 -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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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411,205.57 -79,109,541.25 214.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2 0.0341 -26.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2 0.0341 -2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1.22%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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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8,359,864.68 2,713,568,456.91 1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0,445,324.78 1,877,941,693.85 0.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2,06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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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建

设投资控

股（集

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9.24% 179,542,902    

朱黎辉 境内自然人 0.77% 4,711,495    

任正鹏 境内自然人 0.60% 3,669,755    

申建国 境内自然人 0.52% 3,208,483    

张安春 境内自然人 0.37% 2,243,987    

李满库 境内自然人 0.33% 2,033,581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中

信建投远

见回 

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3% 2,000,000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银华农

业产 

业股票型

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1% 1,877,652    

伍彩仪 境内自然人 0.26% 1,585,325    

王静 境内自然人 0.25% 1,530,5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已知第一大股东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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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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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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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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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丰乐收购金岭种业 100%股权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 月 16 日召

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张掖丰乐收购金岭种业 100%股权的议

案》，同意张掖丰乐以支付现金 14,850 万元的方式购买金维波所持金岭种业 100%股权。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工作已办理完成。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 2022-005、006、010、011、013 号公告。 

  （二）对天豫兴禾增资及受让其部分股权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天豫兴禾增资及收

购其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增资和受让的方式合计出资 3,600 万元控股天豫兴禾 35.58%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工作已办理完成。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 2022-014、015、023号公告。 

  （三）对全资子公司张掖丰乐增资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4 月 6 日

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张掖丰乐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张掖丰乐增资 1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张掖丰乐注册资本从 6,000 万元增加至

16,000 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张掖丰乐已完成上述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张掖市甘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2022-016、018、020、024、041 号公告。 

（四）设立内蒙古分公司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合肥丰乐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的议案》，同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设立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

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内蒙古分公司已在当地完成工商登记工作并取得营业执照。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2022-005、007、012 号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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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丰乐香料投资建设年产 5000吨天然薄荷脑、薄荷素油等系列天然香料及合成香料项目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7 月 19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同意全资子公司丰乐香料实施“年产 5000 吨天然薄荷脑、薄荷素油等系

列天然香料及合成香料建设项目”的议案》，该项目已获得合肥市发改委正式立项备案，项目建成后将

扩大天然香料及合成产品的产能，提升丰乐香料经济效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2022-046、047、049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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