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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3                         证券简称：丰乐种业               公告编号：2019-051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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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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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定涛 独立董事 出差在外 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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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钟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创业大道 4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创业大道 4 号 

电话 055162239888 055162239956 

电子信箱 gxx@fengle.com.cn jz000713@so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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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712,547.35 802,053,422.41 4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915,620.32 2,039,976.72 1,21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21,841,042.58 -2,210,610.22 1,0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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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3,013,120.49 8,047,799.48 -1,877.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9 0.0068 8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9 0.0068 8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 0.15%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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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4,231,355.71 2,442,500,511.80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3,981,001.20 1,576,035,755.11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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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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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6% 132,030,120 0   

朱黎辉 境内自然人 1.32% 5,656,682 5,656,682   

任正鹏 境内自然人 1.20% 5,124,682 5,124,682   

申建国 境内自然人 1.06% 4,525,345 4,525,345   

张安春 境内自然人 0.75% 3,205,649 3,205,649   

李满库 境内自然人 0.62% 2,632,344 2,632,344   

周明华 境内自然人 0.53% 2,280,000 0   

王统新 境内自然人 0.42% 1,815,410 1,815,410   

任红梅 境内自然人 0.40% 1,697,407 1,697,407   

任红英 境内自然人 0.32% 1,372,449 1,37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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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红梅、任红英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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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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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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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种业种植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从事种业、种植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9年上半年，公司围绕种子产业与农化产业持续深化科研、营销、管理创新，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公司经营业绩稳健攀升，资产运行质量逐步向好，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7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47.96%；实现净利润 2691.56万元，较上年同

比增长1219.41%。种子产业、农化产业、香料产业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均实现增长，其中种业收入15594.76

万元，同比增长57.51%，农化产业收入76377.15万元，同比增长46.74%,香料产业收入26699.35万元，同比

增长46.24%。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合并报表范围新增四川同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杂交玉米产业报告
期销售量增长，净利润同比增加；农化产业原药产能增加，毛利率上升，净利润同比增加。 

报告期内，水稻产业做好“嘉优中科”系列品种的推广，积极创新商业模式，与粮食部门、加工企业、

家庭农场等合作开发、订单生产。玉米产业推行产品经理制，主要品种“陕科6号”市场占有率和推广面积逐

年上升，公司着力将其打造成为黄淮海市场的主导品种。瓜菜产业对西瓜品种分类运作，细化营销措施，

加强东北、西北、河南等潜力市场的开发。常规水稻小麦产业布点示范国审新品种“润稻118”，加强“宁麦

24”等小麦新品种推广。 

农化产业加快推进450吨原药生产项目，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加快肥料板块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协

同效应，持续推进种药肥一体化渠道融合；进一步建设智慧工厂，推进无人化操作。报告期完成5个新产
品登记，申请专利4项、商标14个。 

香料产业稳控经营风险，把握采购节奏；加快产品结构调整，逐步提高高附加值产品比例，提高效益；
持续深化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促进产品转型升级，增强发展后劲。 

报告期，公司将所持有的华智公司13%股权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最终以挂牌底价3977.547万元转让给
中信生物，已收到全部转让款。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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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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