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713                           证券简称：丰乐种业                           公告编号：2020-021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杨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余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杨念龙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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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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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47,558,392.20 569,690,045.61 -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966,887.01 36,582,733.89 -4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909,973.67 35,397,176.49 -43.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406,887.04 -24,379,742.91 -283.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8 0.1111 -56.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8 0.1111 -5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 2.30%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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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5,606,891.62 2,604,454,274.10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4,735,312.11 1,695,816,746.35 0.5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98,069.1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1,238.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605.50  

合计 1,056,913.3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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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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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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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4% 128,244,930 0   

合肥兴泰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44% 10,709,504 10,709,504   

朱黎辉 境内自然人 1.29% 5,656,682 5,656,682   

任正鹏 境内自然人 1.17% 5,152,682 5,124,682   

申建国 境内自然人 1.03% 4,525,345 4,525,345   

张安春 境内自然人 0.73% 3,205,649 3,205,649   

李满库 境内自然人 0.60% 2,632,344 2,632,344   

周明华 境内自然人 0.52% 2,280,000 0   

王统新 境内自然人 0.41% 1,815,410 1,815,410   

任红梅 境内自然人 0.39% 1,697,407 1,697,40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28,244,930 人民币普通股 128,244,930 

周明华 2,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0,000 

姚金法 1,226,030 人民币普通股 1,226,030 

程融 867,300 人民币普通股 867,300 

浙江九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九

章幻方青溪 3 号私募基金 
819,953 人民币普通股 819,953 

伍彩仪 802,530 人民币普通股 802,530 

张晓夏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陈正忠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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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汀平 6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8,000 

张蕙芬 573,100 人民币普通股 57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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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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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陈正忠的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0 股，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7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00,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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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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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元） 期初数（元）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融资 15,638,730.64 40,220,793.41 -61.12% 农化和香料应收票据减少 

预付账款 377,512,810.83 187,078,869.16 101.79% 农化和乐万家采购预付款增加 

应付账款 203,914,654.37 146,996,580.48 38.72% 农化应付货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2,853,857.42 23,722,015.11 -45.81% 发放上年计提绩效 

其他流动负债 52,351,762.37 30,359,672.73 72.44% 计提应付退货款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元） 上期数（元）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47,558,392.20 569,690,045.61 -3.88% 注1 

研发费用 7,457,457.08 5,076,098.95 46.91% 研发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1,310,286.96 3,137,328.06 -58.24% 主要系汇兑净收益增加 

营业利润 23,460,068.59 40,623,446.84 -42.25% 受疫情影响，种业利润减少 

营业外收入 17,605.50 355,311.85 -95.05% 上年同期四川同路确认递延收益 

利润总额 23,477,674.09 40,978,758.69 -42.71% 受疫情影响，种业利润减少 

净利润 19,412,978.60 36,957,197.93 -47.47% 注2 

少数股东权益 -1,553,908.41 374,464.04 -514.97% 控股子公司本期利润减少 

基本每股收益 0.0478 0.1111 -56.98% 注3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元） 上期数（元）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953,571.07 60,269,239.07 -93.44% 上年同期结构性存款到期收回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43,074,052.44 71,795,234.64 -40.00% 主要是上期购买结构性存款影响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18,876,940.59 32,117,147.68 -41.22% 受疫情影响，工程进度减缓支付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10,700,000.00 159,000,000.00 -30.38% 购买理财减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21,116,864.51 126,131,396.20 75.31% 银行短期借款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96,880,812.52 93,005,987.13 111.69% 归还银行贷款增加 

注1：本期农化收入增加，种业收入减少，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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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受疫情影响，种业净利润减少，其中：母公司玉米事业部较上年同期减少735万元，同比下降90.4%；同路农业较上年

同期减少797万元，同比下降50.83%；另农化产业中的湖北丰乐本期亏损，较上年同期减少397.55万元。 

注3：与上年同期相比，股本发生变化。2019年,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募集配套资金共计新增股份109,449,340股。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因申请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

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诉丰

乐种业等八名被申请人及第三人深圳市

和君创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君

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

纷案，深圳中院根据（2016）粤 03 民初

2490 号、2492 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公司

部分账户及查封公司部分土地。由于和

君公司一股东向和君公司所在地福田区

法院提出对和君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福

田区法院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裁定受理

了强制清算案。深圳中院认为，（2016）

粤 03 民初 2490 号、2492 号诉讼案应以

强制清算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于

2017 年 11 月 12 日裁定对上述两案中止

诉讼。截至目前，该案仍处于中止诉讼

阶段。2019 年 4 月，公司向深圳中院提

出拟以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部分资产作

为担保，申请保全置换，对公司基本账

户解除冻结，对查封土地予以解封。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民事裁

定书，裁定查封丰乐农化名下位于合肥

循环经济示范园境内的用于保全置换的

相关资产；解除对公司名下土地权证号

为合国用（2005）第 595 号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建筑物的查封；解除对公司基本

账户的冻结。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本公司基本账户已解冻，恢复正常使用。

公司其他冻结账户冻结余额共计 

21,719,591.45 元（其中包括被误划的

8,534,374.58 元）。        

2017 年 01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001、2017-023、2017-027、2019-028、

2019-054、2019-055 号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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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000 0 0 

合计 2,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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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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