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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9                            证券简称：神农科技                         公告编号：2020-043 

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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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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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农科技 股票代码 30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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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燕 梁 姝 

办公地址 
海口市秀英区美林路 8 号慧远美林谷综合

服务楼 

海口市秀英区美林路 8 号慧远美林谷综合

服务楼 

电话 0898-68598068 0898-68598068 

电子信箱 sndf2010@126.com sndf2010@126.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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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0,218,955.49 106,808,071.00 -5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167,180.72 -36,378,314.50 23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0,537,026.31 -37,777,823.87 207.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87,878.65 -41,741,034.72 93.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0 -0.0355 23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0 -0.0355 23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9% -2.64% 上升 7.1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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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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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465,538.63 1,122,177,083.34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6,807,362.27 1,048,481,139.60 4.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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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弘德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00% 184,347,500    

曹欧劼 境内自然人 17.94% 183,666,101 60,950,252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3% 47,393,800    

黄立山 境内自然人 2.12% 21,753,600    

甘立勤 境内自然人 1.71% 17,500,000    

邵慧萍 境内自然人 1.38% 14,098,600    

杨西德 境内自然人 0.83% 8,550,117    

周建禄 境内自然人 0.82% 8,410,100    

王干华 境内自然人 0.68% 7,000,000    

孙鹏 境内自然人 0.62% 6,3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1、股东湖南省弘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4,347,500 股外， 

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000 股，合 

计共持有公司股票 184,347,500 股；2、股东曹欧劼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1,267,003 

股外，还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2,399,098 股， 

合计共持有公司股票 183,666,101 股；3、股东黄立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468,800 

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284,800 股，合 

计共持有公司股票 21,753,600 股；4、股东甘立勤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500,000 股 

外，还通过财信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000,000 股，合计共持 

有公司股票 17,500,000 股；5、股东杨西德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550,117 股；6、股东王干华通过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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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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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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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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种业行业竞争激烈，叠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压力明显增大。面对不利

环境，公司以抓管理、促转型、提效益为统领，按照年度经营计划要求，多措并举，狠抓落地，努力把各

项工作做实做深做好，提高公司效益。公司一手抓市场拓展，努力减少不利因素造成的影响；一手抓管理，

努力降本增效；同时，继续处置低效、无效或亏损资产，努力盘活资产，提升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加大产品销售力度。继2019年公司推动经营品种的优化以来，公司按照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销

售渠道，不断推动其主推品种——“兆优5431”产出的优质稻的销售，多渠道、多方式加强营销。同时，

公司还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积极消化库存种子产品，提高资产周转效率。 

（二）加强经营管理，提质降本。一是积极清理回收应收债权。公司所属子公司深圳惟谷供应链积极

推进与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于6月取得二审胜诉的判决；随后加强与债务保证

人的沟通协调，于7月达成和解，成功为公司挽回损失。同时，加大公司前高管购房款清收力度，并于3月

收回全部剩余房款160.6万元。二是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强化预算管控，严控费用支出，确保资金安全，

提高资金管理效益。 

（三）继续盘活资产。处置低效、无效或亏损资产，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回收现金流，为公司稳定的

运营和转型提供资金保证。公司完成对间接所属的两家子公司江西神农大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湖南由奇

丰种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21.90万元，同比下降52.98%；实现营业利润4,621.05万元，同比增长

229.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16.72万元，同比增长2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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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的详细情况见本期财务报表附注之“三、3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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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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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期财务报表附注之“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法定代表人：                        

 曹欧劼  

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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