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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7                             证券简称：荃银高科                             公告编号：2013-064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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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无   

声明：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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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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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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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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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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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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10,504.15 152,656,890.53 -1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950,148.31 4,943,416.60 -30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766,859.24 4,325,790.35 -30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676,714.75 8,653,927.11 -743.3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5272 0.082 -74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5 -2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5 -280% 

净资产收益率（%） -1.76% 0.88% -2.6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1.55% 0.77%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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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617,883.38 1,002,088,260.23 -1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559,046,487.83 568,996,636.14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5.294 5.3882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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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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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5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36,850.87  

减：所得税影响额 -803,540.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42,971.75  

合计 -1,183,289.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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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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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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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琴 境内自然人 8.77% 9,265,600 6,949,200 质押 2,300,000 

贾桂兰 境内自然人 6.41% 6,764,000 6,764,000 质押 6,764,000 

陈金节 境内自然人 5.95% 6,278,400 4,708,800   

高健 境内自然人 4.82% 5,094,400 3,820,800   

张筠 境内自然人 3.38% 3,568,000 0   

张从合 境内自然人 3.32% 3,509,600 2,632,200   

李成荃 境内自然人 3.26% 3,441,600 2,581,200   

唐传道 境内自然人 2.37% 2,505,600 0   

王合勤 境内自然人 2.36% 2,495,600 0   

刘家芬 境内自然人 2.18% 2,30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上述股东中张琴与刘家芬系关联人。 

2、张琴、贾桂兰、陈金节、高健、张从合、李成荃与其他股东刘义锐共 7 人，于 2013

年 5 月 8 日共同签署了《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一致行动协议》，成

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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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张琴、贾桂兰、陈金节、高健、李成荃、张从合、刘义锐 

新实际控制人性质 一致行动人 

变更日期 2013 年 05 月 0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3 年 05 月 08 日 

注：上述 7 名股东于 2013 年 5 月 8 日共同签署了《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一致行动协议》，经谨慎判

断，该行为构成实际控制人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随着种业公司准入门槛的提高，投资种业资本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种子品种多且同质化严重，当前种业市场出现供大于

求、竞争形势更加激烈的局面，种企普遍面临运营成本快速上升、库存压力急剧增加的发展困境。 

报告期内，面对严峻的行业形势，公司客观分析上年度经验与教训，积极调整经营策略： 

① 创新经营模式，力促杂交水稻品种市场开发。 

为适应种业市场激烈的竞争形势，公司积极寻求提高经营能力，把扩大市场份额作为营销工作的重点，通过与经销商等

种业经营人才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将产品有效延伸至客户端，力促公司杂交水稻品种的市场开发，加速提升荃银品

种的市场覆盖力度。报告期内，在长江流域杂交水稻种植区域，公司与水稻种子经销大户和经营团队共同投资设立安徽全丰

种业有限公司，与广西、江西等地区的种业经营人才分别合资设立广西荃鸿种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江西模拟公司。其中安徽全

丰重点加大公司二线杂交水稻品种的市场开发，广西荃鸿和江西模拟公司以常规水稻品种市场开发为主，下一步还将继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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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覆盖至湖南等地区。 

② 充分利用市场资源，实现合作共赢。 

为进一步加大新品种的开发力度，创新开发模式，充分利用市场资源壮大公司实力，报告期内，公司与福建超大现代种

业有限公司在安徽合肥投资设立了安徽荃银超大种业有限公司，集中双方渠道资源最大限度开发优质杂交水稻国审品种徽两

优996等。双方由此实现了合作共赢，有助于提升公司杂交水稻种子业务的市场份额。 

③ 加快推进母子一体化运作，探索试行直营公司经营模式。 

为充分整合母子公司现有资源，推进母子一体化运作试点进程，报告期内，公司以湖北荃银作为荃银高科在湖北地区的

市场运作总代表，由其在湖北省境内探索直营公司市场开发模式，以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种在湖北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目前试

点设立直营公司的方案正在积极推进之中。 

④ 继续增强国际业务能力，加大“走出去”步伐。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国际业务开拓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对荃银科技的投资，将其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增加至2,000

万元，同时将国际贸易业务全部并入荃银科技，使其成为荃银高科发展国际业务的实施主体。通过引进高端人才、适时开展

海外投资置业、扩大国际业务规模、增强劳务输出等措施，促使其加大“走出去”步伐，加快发展成为面向海外市场的“育

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提升荃银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荃银高科的综合竞争力。 

⑤ 坚持科技创新，推进产学研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对杂交水稻、玉米、棉花等作物新品种选育工作研究，利用分子育种技术，着重开展抗性育种、

机械化制种和高产栽培技术研究。新申请发明专利1项、植物新品种权保护1项，另有30个品次参加了各级区试。 

在坚持科技创新的同时，公司积极开展各项产学研合作。报告期，公司投资900万元参与杂交水稻分子育种平台的建设。

并与浙江大学、安徽省农科院水稻所合作开展国家公益性项目、国家科技支持计划等，进一步提升公司科研实力。 

⑥ 调整组织结构，强化集团公司管控。 

随着新经营模式的推进，荃银高科本部逐步转变为管控中心，报告期内，公司适时调整组织架构，整合相关部门成立“四

个中心”，即生产中心、营销中心、质控中心和财务中心，强化集团公司的管控能力。 

虽然在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以上经营策略，但由于新的合资公司刚刚成立，根据种业公司经营特点，公司的制种、销

售需要在下半年运作，因此其经营业绩或将在下一个经营年度才能体现出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441.0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95%；实现营业利润-563.6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61.8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5.0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01.28%。造成公司经营亏损的主要原因是： 

① 受水稻种子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存货居高不下、市场无序竞争加剧影响，公司主推的杂交水稻新两优343等新品种销

售未能达到预期。国外销售主要地区巴基斯坦和越南因近年来国内种子出口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同质化品种竞争激烈，市场

库存种子数量较大。公司在该地区的两大主要客户上年度进口种子量大，但销售未达预期，本年度以消化库存为主，未再进

口种子，导致公司水稻种子出口量下降。 

② 报告期国内玉米种子亦存货量巨大，不正当竞争方式充斥市场，市场竞争激烈。公司从事玉米种子产业时间较短、

市场网络建设刚刚起步、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尚处于培育阶段，报告期公司玉米销售未达预期。另外，主营玉米种子的

控股子公司辽宁铁研位于内蒙古赤峰的制种基地，在2012年底玉米种子收获期间遭遇了持续雨雪低温冷冻天气相连的自然灾

害，造成种子冻害严重，导致报告期畅销品种无种子可售，而老品种受天气影响销量下滑，库存加大，经营出现较大亏损，

加重了整体业绩的亏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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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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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农业 116,024,548.81 69,945,537.56 39.71% -23.29% -26.2% 2.37% 

分产品 

水稻 89,863,917.27 53,009,839.92 41.01% -20.03% -21.85% 1.38% 

玉米 14,551,888.90 9,894,908.82 32% -44.1% -43.8% -0.36% 

棉花 4,214,296.30 2,621,518.18 37.79% 4.39% 3.17% 0.73% 

瓜菜 6,296,652.28 3,481,399.67 44.71% -23.2% -44.71%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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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化肥 887,508.08 737,716.77 16.88% 42.26% 48.6% -3.55% 

其他 210,285.98 200,154.20 4.82% -- -- -- 

分地区 

境内销售 103,811,717.98 60,567,850.36 41.66% -9.24% -12.23% 1.99% 

境外销售 12,212,830.83 9,377,687.20 23.21% -66.89% -63.6%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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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由于杂交水稻新品种、玉米品种的销售未达预期，同时出口销量下降，导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441.0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1.95%；营业成本发生额8,237.3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1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5.0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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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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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报告期内，有两家子公司新纳入合并范围，系通过设立方式取得子公司安徽荃银超大种业有限公司53%股权、安徽全丰

种业有限公司80%股权，故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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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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