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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7                           证券简称：荃银高科                           公告编号：2014-062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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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张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赵素珍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荃银高科 股票代码 3000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红 苏向妮 

电话 0551-65355175 0551-65355175 

传真 0551-65320226 0551-65320226 

电子信箱 winallseed2013@163.com winallseed2013@163.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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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163,127,295.90 134,410,504.15 2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3,721,894.21 -9,950,148.31 6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020,728.11 -8,766,859.24 4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03,463.99 -55,676,714.75 115.0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531 -0.5272 110.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5 -0.0628 3.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5 -0.0628 3.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5% -1.76% 1.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0.87% -1.55%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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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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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525,147.39 1,002,412,854.98 -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559,737,852.92 579,299,747.13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3.5337 5.4858 -35.58%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0.00 无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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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833.90 无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无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00 无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无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无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0.00 无 

债务重组损益 0.00 无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无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0.00 无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无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0.00 无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无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无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0.00 无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0.00 无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无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1,000.00 无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无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000.00 无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0,000.00 无 

合计 1,298,83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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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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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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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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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桂兰 境内自然人 11.39% 18,036,000 16,063,500 质押 18,036,000 

张琴 境内自然人 8.77% 13,898,400 10,423,800 质押 13,898,400 

高健 境内自然人 4.82% 7,641,600 5,731,200 质押 3,750,000 

陈金节 境内自然人 4.46% 7,065,000 5,298,750   

张从合 境内自然人 2.85% 4,512,149 3,406,611   

李成荃 境内自然人 2.60% 4,111,800 4,111,800   

合肥兆业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9% 3,000,000 0   

姜晓敏 境内自然人 1.65% 2,612,400 2,612,400   

杨玉婵 境内自然人 1.58% 2,497,240 0   

夏澍 境内自然人 1.48% 2,343,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安排。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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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种业市场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局面。一方面种业市场供大于求、行业库存压力突出、品种同质化严重状况持续，

市场竞争加剧。另一方面，在国家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政策的指引下，农村经济发展新趋势正在逐步形成，农村土地

流转面积和新型市场经营主体逐年增加，又为种企发展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落实2014年度经营计划，完善目标责任管理，整合市场资源，积极调整求变，经营情况得到一定程

度改善。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312.7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36%；实现利润总额-58.9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亏

损817.62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2.1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亏损622.83万元。 

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① 促进经营模式创新，强化目标责任管理，产品市场销量增加。 

为积极应对种业新形势和新变化，公司积极推进经营模式创新，划小经营实体，加强目标责任管理，以增加公司产品的

市场销量。 

② 抓机遇，整资源，积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国家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相关政策指引下，报告期内，公司整合有效资源，投资设立了安徽荃

银高科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土地整理、复垦和农田基本建设、高标准农田改造业务。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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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③ 积极探索种业发展新模式。 

面对农村经济发展新形势，公司积极探索种业发展新模式，围绕良种推广与服务，构建服务体系。报告期内，公司整合

水稻种植过程产业链资源投资设立了安徽荃润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为载体，以工厂化育秧、水稻生产技

术培训和技术指导为抓手，通过“种子、化肥、农药、植保、收割、加工”等一条龙服务，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④ 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国际贸易业务发展良好。 

为进一步加大海外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市场的开发，公司以控股子公司安徽荃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主体，通过不断

筛选适合出口地气候、土壤和市场需求的新品种，同时加快新品种审定与示范推广，加强技术支持和销售服务等多种方式积

极扩大水稻种子出口。报告期内，公司水稻种子出口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⑤ 加大销售力度，多途径消化库存取得成效。 

报告期公司继续将消化库存作为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并采取减少生产、以销定产、发展种植项目、境内销售和种

子出口并举等措施多途径消化库存，并取得成效。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余额为32,879.21万元，较年初余额减少5,036.14

万元，减少了13.28%。 

⑥ 发挥科研优势，积极参与绿色通道申报，继续保持公司研发的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国家级水稻品种审定绿色通道工作，联合行业内优势企业共同发起建立水稻区试联合体。2014

年联合体开展了长江中下游中籼区试，公司培育的多个水稻品种参加了区试。另有多个水稻品种参加了长江中下游中籼区试。 

此外，公司继续与浙江大学、安徽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开展紧密的产学研合作，除水稻方面的合作外，报告期内进一步

在玉米产业化研究、农作物品种海外推广等方面开展了新的合作。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水稻 116,955,674.04 78,344,776.21 33.01% 30.15% 47.79% -8.00% 

玉米 14,198,759.10 8,889,753.39 37.39% -2.43% -10.16% 5.3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6312.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71.68万元，增长了21.36%，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公司出口销售上升。营业成本发生额为10816.5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79.24万元，增长了31.31%%，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出口销售上升、成本相应增长。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2.1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817.62万元，出现

亏损的主要原因是2013年受高温影响制种成本上升及市场竞争加剧、销售价格下降，导致本报告期毛利率下降所致；较上年

同期减少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出口销售上升所致。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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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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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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主要系将新设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详细情况如下： 

    ①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安徽荃银高科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9,817,561.17 -182,438.83 

    安徽荃银高科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系通过设立方式取得的控股子公司，子公司具体情况见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第

七节 财务报告”中“十五、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之“3、长期股权投资”。 

    ② 本期无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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