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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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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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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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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2 年 12 月 31日已发行总股本 676,665,537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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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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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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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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品种缺乏、同质化严重、

竞争无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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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资种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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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

做好 2022 年“三农”工作，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坚持中

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在新的现代化征程上，应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水

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实保障。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

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

在自己手里。 

报告期，新种子法正式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落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种业市场不断净

化，利好政策不断赋能种业发展。随着一系列指导性意见的出台和重点任务的部署，我国促进现代种业

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继续迈上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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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肥农业企业 20 强，是农业部和地方政府重点支持的种业企业之一，连续四年蝉联“中国种业信用明星

企业”，被中国种子协会认定为“中国种子行业十年 AAA级信用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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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5,078,108,520.77 3,538,394,311.20 43.51% 2,472,447,76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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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5,399,430.57 1,373,411,767.86 24.90% 675,300,719.30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3,490,544,779.30 2,520,772,778.56 38.47% 1,601,709,07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339,963.11 169,045,332.23 38.03% 133,447,77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6,222,836.31 149,570,594.04 17.82% 108,472,45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7,602,337.65 435,451,713.84 -8.69% -64,974,818.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6 34.62%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6 34.62%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2% 18.22% -2.60% 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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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361,052.90 525,037,120.82 570,565,404.15 1,954,581,20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15,502.56 10,063,053.30 7,347,291.27 195,514,11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314,536.66 -1,474,255.36 -29,920,273.91 190,302,82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969,801.96 295,445,538.62 371,137,698.40 -149,011,0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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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40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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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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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 138,781,447.00 0.00   

贾桂兰 
境内自然

人 
6.92% 46,801,008.00 0.00 质押 8,995,000.00 

张琴 
境内自然

人 
4.81% 32,567,487.00 25,182,514.00 质押 3,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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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14,366,015.00 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万家品
其他 2.11% 14,296,593.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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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活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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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13,77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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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10,500,000.00 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万家瑞隆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2% 9,594,150.00 0.00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32% 8,964,236.00 0.00   

张从合 
境内自然

人 
1.25% 8,456,214.00 6,342,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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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7,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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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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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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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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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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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1、业绩情况 

报告期，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和长期发展战略，凭借持续的科研创新、积极的营销举措、过硬的

产品质量、有效的激励机制，在激烈竞争的行业形势下保持业绩持续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9,054.4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34.00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38.03%。 

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公司紧抓市场机遇，研发创新成效显著，品种综合性状突出，主推杂交

水稻、杂交玉米等品种市场表现优良，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 

2、换届 

2022 年 1 月 24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会议选举覃衡德先生、宋维波先生、杨海泉先生、张琴女士和王玉林先生 5人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选举杨仕华先生、黄长玲先生、周萍华女士和范斌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谢庆军先生、

余谈阵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方玉先生共同组

成第五届监事会。 

2022 年 1 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覃衡德先

生为董事长，张琴女士为副董事长，谢庆军先生为监事会主席；聘任张琴女士为总经理，王玉林先生为

常务副总经理，张从合先生、朱全贵先生、高胜从先生、江三桥先生、夏献锋先生为副总经理，张庆一

先生为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此外，选举周萍华女士、黄长玲先生、王玉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周萍华女士担

任主任委员；选举范斌先生、周萍华女士、张琴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范斌先生

担任主任委员；选举覃衡德先生、张琴女士、宋维波先生、杨海泉先生、杨仕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战

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覃衡德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3、重大股权收购 

为积极开拓西北地区市场，拓展棉花种子业务，进一步落实公司作物战略，完善产业布局，提升种

业市场份额，增强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经公司于 2021 年 9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收购张银宝、邢苍杰、陈长青、阿不力孜·肉孜、余卫忠、刘军、朱刚、

杜书丛等 8 人合计持有的新疆金丰源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源”）60%股权，交易完成后，金丰

源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聘请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金丰源进行整体评估并出具资

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年 6月 30日，金丰源收益法下的评估价值为 35,500 万元，资产基

础法下的评估价值为 34,456.27万元，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为评估结果。交易双方按照评估报告的结果

协商确定金丰源 6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1,300万元。 

经公司于 2022 年 3月 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以及本

次转让后金丰源除荃银高科、张银宝外的主要股东签署补充协议。因上述评估报告完成国资审核备案，

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专家评审意见，本次交易所涉及资产评估报告进行了部分修订，经备案

的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之评估结果为评估结论，评估价值 34,456.27万元，收益法下的评估价值为

35,500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金丰源 60%股权之交易价款为 20,673.762万元，相比备案

前的交易价款 21,300万元，调减 626.238万元。此外，交易各方在补充协议中增加了对金丰源部分房产

未取得权证处置事宜的条款，完善了收购金丰源剩余股权事宜的条款。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 5 月，公司将金丰源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于 2022 年 4月 18日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

司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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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人民币 1.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 44,513,420.1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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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发红股。同时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5股，合计转增 222,567,1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为 676,665,537股。 

2022 年 4 月 28日，该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5、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19日、2022 年 11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2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相关议案。2022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收

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有的 8,964,236 股股票已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非交易过户至“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过户股份数量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32%，过户价格为 11.44 元/股。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60 个月，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

存续期的前 12个月为锁定期，锁定期满后，股票分三批解锁，自公司分别公告 2023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年度报告、2025年年度报告后解锁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总数的 50%、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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