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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13  证券简称：农发种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20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现对其中相关

内容进行补充更正披露如下： 

一、第四节之(四)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3、（1）“从事种业业务”，补充后内容

如下： 

从事种业业务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及所属种业公司稳步推进小麦、玉米和水稻等品种的研发与推广。 

（1）主要产品的定价方式 

在我国，玉米、水稻、小麦种子行业是完全竞争性行业，在产品定价时，主要采

取竞争导向定价法中的随行就市定价法和产品差别定价法。具体来说，在产品定价时，

首先看整个市场种子的供需变化，各所属种业公司在具体运营中，为了充分挖掘优势

品种潜力和潜能，根据公司产品所处生命周期、产品市场表现及经销商经营能力等情

况，制订不同的定价策略，采取产品差别定价法，对市场表现较好、优势较强、质量

较好的品种定价要高于同类产品平均价格；对于处在衰退期，即将退市的品种，为了

加快消化库存，价格定的较低，低于同类产品平均价格；对于一般性的品种，随行就

市，最终以市场接受为准。 

（2）主要品种所处生命周期和品种经营权来源 

2019年公司主要经营的玉米品种有 30个，其中导入期品种 11个、成长期品种 7

个、成熟期品种 5 个、衰退期品种 7 个。主要经营的水稻品种有 23 个，其中导入期

品种 5 个、成长期品种 3 个、成熟期品种 10 个、衰退期品种 5 个。主要经营的小麦

品种有 30个，其中导入期品种 6个、成长期品种 7个、成熟期品种 13 个、衰退期品

种 4个。 

2019年公司主要经营的 30个玉米品种中，自主选育品种 25个，合作育种品种 2

个，购买品种 3 个；23 个水稻品种中，自主选育品种 3 个，合作育种品种 11 个，购

买品种 9个；31个小麦品种中，自主选育品种 10个，合作育种品种 12 个，购买品种

9 个。同时，结合新品种选育工作，保证自身知识产权权益，本年度有 1 个品种扬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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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新申请了品种权保护；泛麦 536、扬粳 3012、虾乡稻 1 号、邦玉 359、邦玉 339、

中垦玉 101、DS05等 7个品种已经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授权。 

 

公司主要品种所处生命周期和品种经营权来源等详见下表： 

作物 主要产品名称 所处生命周期 品种经营权来源 品种经营单位 

玉米 

中垦玉 101 导入期 合作育种 农发种业 

泛玉 588 导入期 自育 河南地神 

泛玉 298 成熟期 自育（河南地神） 河南地神、湖北种子 

天泰 358 导入期 自育 山东天泰 

天泰 359 导入期 自育 山东天泰 

邦玉 359 导入期 自育 山东天泰 

邦玉 519 导入期 自育 山东天泰 

中天 303 导入期 自育 山东天泰 

天泰 619 成长期 自育 山东天泰 

邦玉 339 成长期 自育 山东天泰 

中天 301 成长期 自育 山东天泰 

天泰 316 成熟期 自育 山东天泰 

天泰 16 衰退期 自育 山东天泰 

天泰 33 衰退期 自育 山东天泰 

天泰 55 衰退期 自育 山东天泰 

汉单 175 导入期 自育 湖北种子 

汉单 229 导入期 购买 湖北种子 

汉单 777 成熟期 自育 湖北种子 

鄂玉 16 衰退期 购买 湖北种子 

潞玉 1572 导入期 自育 山西潞玉 

潞玉 1681 导入期 自育 山西潞玉 

潞玉 1403 成长期 自育 山西潞玉 

潞玉 1525 成长期 自育 山西潞玉 

潞玉 1611 成长期 自育 山西潞玉 

潞玉 1780 成长期 购买 山西潞玉 

恒禾 2号 成熟期 购买 山西潞玉 

潞玉 6号 衰退期 自育 山西潞玉 

潞玉 13 衰退期 购买 山西潞玉 

洛玉 114 成熟期 合作育种 洛阳中垦 

洛玉 7 衰退期 合作育种 洛阳中垦 

水稻 
扬两优 316 导入期 购买 江苏金土地 

扬粳糯 2号 导入期 购买 江苏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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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主要产品名称 所处生命周期 品种经营权来源 品种经营单位 

扬粳 3012 成长期 合作育种 江苏金土地 

丰优香占 成熟期 购买 江苏金土地 

扬优香占 成熟期 购买 江苏金土地 

淮稻 5号 成熟期 购买 江苏金土地 

扬粳 805 成熟期 合作育种 江苏金土地 

扬粳 113 衰退期 购买 江苏金土地 

清两优 185 导入期 合作育种 湖北种子 

扬籼优 919 导入期 合作育种 湖北种子 

深两优 168 导入期 合作育种 湖北种子 

华两优 1511 成长期 合作育种 湖北种子 

两优 287 成熟期 购买 湖北种子 

绿稻 Q7 成熟期 自育 湖北种子 

黄华占 成熟期 购买 湖北种子 

金优 1130 成熟期 自育 湖北种子 

广两优 558 衰退期 自育 湖北种子 

7优 370 成长期 合作育种 锦绣华农 

E两优 476 成熟期 合作育种 锦绣华农 

中嘉早 17 成熟期 购买 锦绣华农 

盐两优 2208 衰退期 购买 锦绣华农 

秀水 123 衰退期 购买 锦绣华农 

巨 2优 108 衰退期 合作育种 锦绣华农 

 

小麦 

扬麦 27 成长期 合作育种 江苏金土地 

扬麦 28 成长期 合作育种 江苏金土地 

扬辐麦 8号 成长期 合作育种 江苏金土地 

扬麦 15 成熟期 购买 江苏金土地 

扬麦 16 成熟期 购买 江苏金土地 

扬麦 20 成熟期 合作育种 江苏金土地 

扬麦 23 成熟期 合作育种 江苏金土地 

扬麦 24 成熟期 购买 江苏金土地 

扬辐麦 4号 成熟期 购买 江苏金土地 

宁麦 13 成熟期 购买 江苏金土地 

洛旱 22 导入期 合作育种 洛阳中垦 

洛麦 26 成熟期 自育（洛阳中垦） 洛阳中垦、河南地神 

洛麦 23 衰退期 自育（洛阳中垦） 河南地神、洛阳中垦 

洛旱 6号 衰退期 自育 洛阳中垦 

鄂麦 007 成长期 购买 湖北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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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主要产品名称 所处生命周期 品种经营权来源 品种经营单位 

襄麦 55 成熟期 购买 湖北种子 

临麦 2 成长期 购买 山东天泰 

临麦 9 成长期 购买 山东天泰 

轮选 66 导入期 购买 河南地神 

泛育麦 17 导入期 合作育种 河南地神 

泛育麦 18 导入期 合作育种 河南地神 

泛育麦 20 导入期 合作育种 河南地神 

泛麦 536 导入期 自育 河南地神 

中麦 875 成长期 购买 河南地神 

泛麦 5号 成熟期 自育 河南地神 

泛麦 8号 成熟期 自育 河南地神 

泛麦 803 成熟期 自育 河南地神 

中麦 875 成熟期 购买 河南地神 

郑麦 9023 衰退期 公用品种 河南地神 

神麦 2号 衰退期 自育 河南地神 

（3）在审品种的审核状态 

品种是种业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核心，2019年公司继续做好品种审定工作，报

告期内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已经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的农作物新品种共计 41 个，其中

包括扬辐粳 9号、两优 748、7 优 370 等 20 个水稻品种；扬辐麦 9 号、泛麦 536、泛

育麦 17等 5个小麦品种；天泰 316、潞玉 1611、中垦玉 112等 16个玉米品种。另有

泛花 3号、蒙山四粒糙、蒙山小铁把等 3个花生品种通过国家或省级登记。泛麦 536、

扬粳 3012、潞玉 1403 等 13个品种通过多省引种备案，提升了公司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已完成生产试验程序即将报审的品种有 23个，其中水稻品种 13个、玉

米品种 9个、小麦品种 1个。 

 

公司在审品种的审核状态详见下表： 

作物 品种名称 状态 经营权归属 

小麦 扬麦 27 已通过国家初审并公示 
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江苏里

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小麦 轮选 146 已通过国家初审并公示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 

小麦 山农 37 已通过国家初审并公示 
山东农业大学,山东中农天泰种业

有限公司 

小麦 泛麦 803 已通过国家初审并公示 河南黄泛区地神种业有限公司 

小麦 鄂麦 28 已通过湖北省初审并公示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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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中垦玉 11 已通过国家初审并公示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优

利斯种业 

玉米 中垦玉 21 已通过国家初审并公示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优

利斯种业 

玉米 中垦玉 22 已通过国家初审并公示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优

利斯种业 

玉米 中垦玉 23 已通过国家初审并公示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优

利斯种业 

水稻 虾稻 1号 已通过湖北省初审并公示 
中垦锦绣华农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二、第五节之十二：“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诚信状况的说明”，

补充后内容如下： 

 

十二、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诚信状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存在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情

况，具体情况如下： 

2017年 5至 6月期间，中垦公司作为买方与大连永丰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永丰收”）签订两份购销合同。同时永丰收与中金同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金公司”）签订保理协议，将对中垦公司购销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中

金公司。后因货物不实，永丰收未履行交货义务，中垦公司未支付货款，故 2018年 3

月，中金公司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新院”）提起诉讼，要求中

垦公司支付货款及相应违约金。2018 年 9月，浦东新院一审判决中垦公司向中金公司

支付 5,022 万元及相应违约金,中垦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并提起上诉。2019 年 4 月，上

海金融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中金公司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0

年 1月上海高院裁定驳回中垦公司再审申请。截至目前，浦东新院从中垦公司所属账

户划走现金 551,681 元并冻结中垦公司持有的农发种业 21,469,889股股票。 

中金公司向浦东新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浦东新院责令中垦公司向中金公司支付本

金人民币 5,022万元及违约金、逾期利息、延期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因中垦公

司至今未履行，中金公司向浦东新院申请，在淘宝拍卖平台整体拍卖中垦公司持有的

农发种业 23,692,600 股无限售流通股。2020 年 4 月，浦东新院裁定整体拍卖中垦公

司持有的农发种业无限售流通股份 23,692,600股（占农发种业总股本的 2.189%）。 

目前上述诉讼案仍处于执行过程中，中垦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因此被法院采取限

制消费措施，不得实施高消费以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为维护中垦公司及

农发种业权益，中垦公司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履行支付义务，避免其所持有的农

发种业部分股票被拍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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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五节之十五：（三）1.委托理财情况 

    因理解差异，公司 2019 年年报中“委托理财情况”披露有误，委托理财期末未

到期余额为 3.58亿元。更正后内容如下： 

1.委托理财情况 

（1）委托理财总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类型 资金来源 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金额 

银行理财 自有资金 126,298.18 35,825.15 0 

 

其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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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项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托人 
委托理

财类型 

委托理财金

额 

委托理

财起始

日期 

委托理

财终止

日期 

资金 

来源 

 

资金 

投向 

报酬确定 

方式 

年化 

收益率 

 

预期收益 

(如有) 

 

实际 

收益或损失 

实际收

回情况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未来

是否

有委

托理

财计

划 

减值

准备

计提

金额

(如

有) 

民生银行北京亮马桥支行 银行理财 35,000,000.00 2019.1.17 2019.2.26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70%       141,917.81 已收回 是 是  

民生银行北京亮马桥支行 银行理财 50,000,000.00 2019.3.20 2019.4.29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70%       202,739.73 已收回 是 是  

浦发银行金融街支行 银行理财 35,000,000.00 2019.3.7 2019.6.6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75%       324,479.17 已收回 是 是  

民生银行北京亮马桥支行 银行理财 50,000,000.00 2019.4.30 2019.6.10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50%       196,575.34 已收回 是 是  

民生银行北京亮马桥支行 银行理财 80,000,000.00 2019.3.20 2019.6.20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92%       790,443.84 已收回 是 是  

民生银行北京亮马桥支行 银行理财 100,000,000.00 2019.1.17 2019.7.17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90%     1,933,972.60 已收回 是 是  

民生银行北京亮马桥支行 银行理财 85,000,000.00 2019.6.11 2019.9.11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90%       835,561.64 已收回 是 是  

浦发银行金融街支行 银行理财 80,000,000.00 2019.7.12 2019.10.11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75%       744,488.87 已收回 是 是  

民生银行北京亮马桥支行 银行理财 100,000,000.00 2019.7.25 2019.10.25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80%       957,808.22 已收回 是 是  

民生银行北京亮马桥支行 银行理财 30,000,000.00 2019.9.19  2019.12.19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70%       276,739.73 已收回 是 是  

浦发银行安外支行 银行理财 100,000,000.00 2019.10.28 2020.1.27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85%   949,315.14   未收回 是 是  

民生银行北京亮马桥支行 银行理财 15,000,000.00 2019.11.22 2020.2.21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80%   142,109.58   未收回 是 是  

民生银行北京亮马桥支行 银行理财 30,000,000.00 2019.12.24 2020.3.24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70%   276,739.72   未收回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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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北京亮马桥支行 银行理财 80,000,000.00 2019.10.22 2020.1.22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75%   756,164.37   未收回 是 是  

农行宣武支行 银行理财 3,000,000.00 2019.4.18  随时赎回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2.0%-2.9%     未收回 是 是  

农行宣武支行 银行理财 1,000,000.00 2019.8.2  随时赎回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2.0%-2.9%     未收回 是 是  

农行宣武支行 银行理财 5,000,000.00  2019.4.4   随时赎回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2.0%-2.9%     未收回 是 是  

农行宣武支行 银行理财 8,000,000.00  2019.12.11  随时赎回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2.0%-2.9%     未收回 是 是  

农行黄泛区支行 银行理财 20,000,000.00 2019.2.22 2019.4.26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10%       105,315.07 已收回 是 是  

农行黄泛区支行 银行理财 15,000,000.00 2019.3.15 2019.8.19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2.2%-2.3%       141,945.21 已收回 是 是  

农行黄泛区支行 银行理财 15,000,000.00 2019.4.1 2019.8.19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2.2%-2.3%       126,575.34 已收回 是 是  

农行黄泛区支行 银行理财 20,000,000.00 2019.4.1 2019.6.3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10%       105,315.07 已收回 是 是  

农行黄泛区支行 银行理财 30,000,000.00 2019.4.29 2019.6.3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00%        83,835.62 已收回 是 是  

广发银行双井支行 银行理财 40,000,000.00 2019.12.27 2020.3.26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65%   360,000.00   未收回 是 是  

兴业银行武汉分行 银行理财 2,000,000.00 2019.11.28 随时赎回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2.10%    31,873.97   未收回 是 是  

农行珞狮路支行 银行理财 1,000,000.00 2019.7.2 随时赎回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4.02%    20,044.93   未收回 是 是  

汉口银行南湖花园支行 银行理财 1,500,000.00 2019.11.28 随时赎回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1.10%     1,575.62  未收回 是 是  

江苏银行唐城支行 银行理财 8,000,000.00 2019.2.1 2020.1.31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4.10%   329,797.26   未收回 是 是  

农行长河支行 银行理财 32,000,000.00 2019.1.22 2019.1.28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2.00%        10,520.55 已收回 是 是  

农行长河支行 银行理财 24,069,600.00 2019.1.30 2019.2.21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2.40%         1,486.02 已收回 是 是  

农行长河支行 银行理财 42,252,229.74 2019.2.22  随时赎回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01%   931,909.97   已 收 回

6500706.75

，其余未收

回 

是 是  

江苏银行唐城支行 银行理财 15,000,000.00 2019.3.7 2019.9.5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4.00%       299,178.08 已收回 是 是  

江苏银行唐城支行 银行理财 7,000,000.00 2019.10.16 2020.1.15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65%    63,700.00   未收回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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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 银行理财 1,000,000.00 2019.10.18 2020.1.20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95%     9,528.77   未收回 是 是  

农行武汉市南湖支行 银行理财 4,000,000.00 2019.4.23 2020.4.18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65%   146,000.00   未收回 是 是  

中国银行东湖支行 银行理财 4,000,000.00 2019.4.23 2020.4.22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50%   139,616.44   未收回 是 是  

农行武汉南湖支行 银行理财 6,000,000.00 2019.5.7 2020.5.1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65%   219,000.00   未收回 是 是  

农行武汉南湖支行 银行理财 3,000,000.00 2019.11.1 2020.2.1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00%    21,452.05   未收回 是 是  

农行武汉南湖支行 银行理财 3,000,000.00 2019.11.1 2020.10.28 自有资金 商业银行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20%    96,000.00   未收回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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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十一节之十六：6、分部信息，补充后内容如下： 

 

(1).报告分部的确定依据与会计政策 

√适用  □不适用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5号--分部报告》第二章第八条的规定，企业应当

以业务分部或地区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 

本公司报告分部的确定依据与会计政策： 

公司经营业务根据销售商品的类别和业务性质进行划分，公司管理层定期

评价这些分部的经营成果，以决定向其分配资源及评价其业绩。 

公司的经营分部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组成部分： 

1）该组成部分能够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收入、发生费用； 

2）管理层能够定期评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以决定向其配置资源、评

价其业绩； 

3）公司能够通过分析取得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

有关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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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分部的财务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农资贸易 种子销售 粮食销售 其他板块 分部抵消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4,119,659,314.70 611,214,565.97 390,931,748.87  25,987,606.78 5,095,818,022.76 

其中：对外交易收入 4,119,079,773.41 604,832,994.77 371,905,254.58   5,095,818,022.76 

分部间交易收入 579,541.29 6,381,571.20 19,026,494.29  25,987,606.78  

营业费用 91,343,599.96 104,507,157.54 19,545,779.27  10,543,056.80 -7,368,548.96 233,308,142.53 

营业利润 29,073,790.19 34,664,241.93 8,675,697.99  -9,637,188.03 10,215,223.49 52,561,318.59 

资产总额 910,031,578.86 1,290,826,057.05 276,134,495.07  1,329,218,736.81 717,764,969.87 3,088,445,897.92 

负债总额 671,182,613.85 354,882,686.00 34,701,583.08  87,516,814.61 175,487,687.43 972,796,010.11 

折旧与摊销费用 27,865,368.57 28,864,528.08 2,872,946.10  3,609,010.18 -915,890.88 64,127,743.81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外，原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补充更正后的《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修订版）》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