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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1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2018-030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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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凤荣 独立董事 因公出国 李玉明 

李相杰 独立董事 因公务 王莉 

毛丽华 董事 因公务 王元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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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海种业 股票代码 00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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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绍刚 鞠浩艳 

办公地址 山东省莱州市城山路农科院南邻 山东省莱州市城山路农科院南邻 

电话 0535-2788926 0535-2788889 

电子信箱 dmb@sddhzy.com dmb@sddhzy.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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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454,118.74 450,387,883.73 -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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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837,345.96 121,367,203.20 -7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4,290,303.38 118,631,054.11 -7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5,378,406.88 -130,534,084.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5 0.1379 -72.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5 0.1379 -72.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 4.43%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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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5,320,901.19 4,445,988,733.36 -1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93,435,488.50 2,805,358,142.54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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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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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州市农业科

学院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19% 468,108,155  质押 76,000,000 

李登海 境内自然人 7.33% 64,512,76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02% 17,795,9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新动

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21% 10,663,789    

莱州市高新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98% 8,601,265    

毛丽华 境内自然人 0.93% 8,183,809 6,137,857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安新丝路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5% 6,600,0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

方红京东大数

据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9% 6,104,089    

华夏基金－农

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

其他 0.66% 5,79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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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计划 

银华基金－农

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65% 5,75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李登海为公司控股股东莱州市农业科学院的实际控制人，毛丽华为公司控股股东莱州市农

业科学院的股东，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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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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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玉米种子行业种子库存量大、品种同质化、价格竞争激烈；套牌假冒侵权及违法经营的种子冲击市场；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大，继续调减玉米种植面积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玉米种需求量和销售价格明显下降，公司业

绩大幅下滑。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9,645.4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83.73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72.12%。其中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416.6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8.39%；实现净利润49,691.89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296.71%。 

其他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1.玉米新品种审定及现有品种扩区审定取得新进展。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的自主研发的玉米新品种“登海657”、“登

海615”通过安徽省品审会四类作物专业委员会初审并予以公示。 

2.强化种子生产与加工过程质量控制，确保种子质量；全面推进自控生产基地建设和承包经营，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和确保种子安全。 

3．新建、扩建及技改项目达到设计预期 

登海高新技术研发中心自2015年开工建设，截至本报告期末已完成投资3,065.25万元，工程进度达81.22%；报告期内

投资389.78万元，用于伊犁加工厂、青铜峡加工厂项目建设，工程进度分别达到91.53和80.14%。 

4．产业改组、合作、整合速度不断加快 

为进一步发挥区部优势，加快新品种的推广速度，广纳社会上科研育种、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对新设立的登海润农和登海鲁西2个控股子公司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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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年上半年申请植物新品种权3项，全部为玉米品种；2018年上半年获得授权植物新品种权0项。截止到2018年上

半年公司累计获得授权植物新品种权118项。  

6.2018年上半年申请国家发明专利0项；累计获得专利11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  

7. 报告期末，销售退回总额1,073.44万元，此金额在预计退货范围内，涉及的品种全部为玉米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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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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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至6月，本公司先后设立登海润农、登海鲁西2家子公司，本期将上述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陶旭东 

2018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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