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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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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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平高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99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贤文

罗明燕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合平路 638 号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合平路 638 号

电话

0731-8218 3880

0731-8218 3880

电子信箱

lpht@lpht.com.cn

lpht@lpht.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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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131,775,876.43

1,243,663,764.89

-9.00%

-73,586,289.48

68,496,582.66

-207.43%

-119,055,065.79

-29,946,758.31

-297.56%

30,542,474.28

-716,160,053.96

104.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9

0.0525

-208.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9

0.0525

-208.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

1.01%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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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594,421,460.93

15,495,392,127.64

-5.81%

6,084,567,873.42

6,176,787,332.36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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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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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16.54%

217,815,722

193,815,722

5.08%

66,857,142

0

北大荒中垦（深圳）投资有 境内非国有法
限公司
人

5.00%

65,850,000

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
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人
1 号远望基金

4.25%

56,000,000

0

深圳市信农投资中心
（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
合伙）
人

3.20%

42,177,515

42,177,515

王义波

1.90%

25,076,106

25,076,106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
境内非国有法
汇添富－优势企业定增计
人
划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1.53%

20,084,531

20,084,53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国有法人
任公司

1.47%

19,380,500

0

廖翠猛

1.44%

18,983,336

14,533,752

1.31%

17,240,958

0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1）鉴于中信农业的实际控制人为中信有限；信农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直投子公司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大股东为中信有限；中信有限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中信农业和信农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2）根据公司已知资料，未发现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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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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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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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衰退，但国内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经济增长先降后升。公司严
格做好疫情防控，积极应对洪涝灾害，确保员工健康安全，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报告期，公司以“稳中求
进”的工作方针和“高质量发展”目标为指引，有序推进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了企业
经营的稳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74亿元。报告
期内公司主要推进和完成的重点工作如下：
（一）稳步推进科研体系升级与创新能力建设
报告期内，继续强化研发投入，规范种质资源管理平台，推进内部协同共享合作机制，全面提升育种
创新能力。同时，通过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科研和商业化育种体
系，实行“提升生物技术平台、夯实传统育种平台、完善测试评价平台、扩大研发队伍规模、统一多作物
研发平台”的科研升级策略，为公司和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创新平台支撑。
公司保持合理的传统育种投入，重点提升研发效率，积极开展生物技术领域的布局。报告期内，公司
加强科研团队建设，提升科研管理水平与研发效率，取得了丰硕的研发成果。截至目前，公司通过绿色通
道提交农业农村部报审待公示的水稻品种115个次、玉米品种34个次，已通过国家级审定玉米品种3个次，
小麦品种1个次；通过省级审定的水稻品种63个次，其中悦两优、振两优、捷两优等杂交水稻系列新品种
正按计划审定并推向市场；通过省级审定的玉米品种7个次，小麦品种1个次，黄瓜登记品种2个次。在研
品种储备进一步丰富，种质资源取得创新突破，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优势；并同步启动商
业化育种信息化项目，现已完成水稻、玉米两大作物研发体系的全面调研分析工作。
截至目前，杭州瑞丰的“瑞丰125”已获得农业农村部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一批优良玉米品种也
已开发完成转基因版本；产品线上，抗草地贪夜蛾玉米、多抗除草剂性状等正稳步推进法规审批。海南隆
平生物在转基因载体构建、性状开发测试及法规审批等方面经验丰富，综合研发能力处于同行前列，其自
主研发的LP007等性状正按照国家法规开展试验并推进审批；此外，公司还配备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回交转
育队伍，同步推进转基因玉米品种的开发，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转基因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
未来，公司将全力以赴协助杭州瑞丰推进性状的产业化前期准备工作；同时，海南隆平生物的转基因
性状将面向中国、巴西等国内、国际潜在目标市场。这些自主开发的转基因性状将为种植者提供多元化抗
虫、抗除草剂农业解决方案，提升每亩产出和收益水平。
（二）坚持分类施策、抓好主业经营
公司始终坚持科学制定各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计划，防范存货风险，提高资产流转效率和经营质量。同
时根据各产业的实际情况，实施针对性的经营与协同管控策略。
水稻方面，在品种研发按照预期不断产出有竞争力的高质量新品种基础上，由集团统筹管控，高标准
从严抓好新品系的试制示范试销工作，以领先的营销理念和行业最高标准设计新品系的营销运作模式，为
下阶段水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在具体的营销能力建设上，一是大力实施营销人才系统化培
训，二是启动在线商城、微信、抖音等平台推广的新型营销模式，并建立跨产业营销经验共享机制，水稻
新品种的市场运作更加高效。同时，继续严格落实杂交水稻一体化的市场管控与营销协同，实施经营杂交
水稻隆两优、晶两优系列品种各子公司的财务一体化核算，为杂交水稻产业逐步完成事业部制组织战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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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奠定基础。
玉米种子方面，随着2020年玉米终端粮食库存的有效消化，伴随饲用玉米需求改善，玉米价格平稳上
升，玉米种子行业迎来景气周期。报告期内，公司玉米种子产业强化价值营销、服务营销理念，同时加强
品牌梳理和区域整合，提升协同效应；加强新品种测试评价，新品种稳步投放，形成了良好的产品梯队；
同时，重点加大内外部资源聚合力度，提升品种、品牌在多个市场的系统性竞争能力。
蔬菜瓜果种子方面，抗病分子标记研究与应用在蔬菜的生产、育种及市场打假方面更加广泛。甜瓜销
售同比稳中有升；科研育成一批新品种，表现了优良的品种特性和良好的市场前景。辣椒商业化育种取得
阶段性成果，一大批辣椒新品种上市并快速上量。同时，通过积极推进与国际伙伴的战略合作，打造未来
品类发展增量。
食葵种子方面，育繁推一体化平台“三瑞农科”通过“亩均效益论英雄”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葵农更加
注重科学化、精细化和集约化种植模式，助力实现更高收益。同时公司持续加强市场监管，促进市场有序
运行。
谷子种子方面，由于近年来谷子市场需求稳步提升，“张杂谷”深受市场欢迎。“河北巡天”按照集团杂
交谷子产业发展战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升现代化育种技术，依托市场团队，开展选育早熟、双抗除
草剂、饲草专用杂交谷子品种。截止报告期末，已选育早熟苗头组合55份，双抗除草剂苗头组合19份，饲
草专用杂交品种1个，早熟杂交品种2个。
（三）按期推进非主业、低效资产的处置
公司按照2019年战略中期回顾的既定决策，切实推进“聚焦主业，加快处置低效无效资产和业务”各项
工作部署。通过内部整合、资产剥离出售、股权退出等方式，加快将与公司战略方向吻合度不高、关联度
不大、低效无效的业务和资产进行处置回收，把有限的资源聚焦到核心目标上，使优势资产进一步向主业
集中，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四）深化推进管理变革
管理体系与团队构建方面，一是完成董事会、管理层换届，总裁班子结构精简、年龄与能力经验结构
合理；二是通过压缩层级、精简优化总部机构、岗位和人员，提升总部的管理能力与效率；三是通过中层
管理干部集体竞聘、业务单元负责人公开选聘等方式打通内部人才选拔与有序流动通道；四是启动管控体
系落地方案、以水稻事业部制为核心的组织战略落地路线图的设计。未来，公司将持续强化集团化管控能
力建设，打造与战略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高效组织。
机制优化方面，以构建市场化的制度体系为目标，重点围绕考核评价、收入分配、激励保障、内控管
理等开展机制优化和体系设计，颁行了考核与激励、采购、基建、招投标等专项制度，引导公司与全体员
工形成“以结果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与员工共成长”的价值导向。未来，公司将持续深入推进机制优化
工作，依靠流程、制度和机制优化管控流程，实现企业的高效协同。
信息化建设方面，目前已基本完成关键业务数字化能力覆盖，稳步推进业财一体化工作；并在数字化
创新、IT国际化等方面增强了能力。未来，公司将通过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公司的科学授权和有效管理，
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和发展潜力。
管理变革是公司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在公司面对内外部复杂环境，孕育新的发展动力的核
心举措；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截至报告期末，正好是公司推行管
理变革的一周年之际。通过一年的时间，公司全体上下逐步认同管理变革、理解管理变革、拥抱管理变革。
围绕“成为世界优秀种业企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综合农业服务解决方案”的战略目标，报告期内，公
司主要推进和完成了上述重点工作任务，后续公司将按照总体战略部署继续推进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的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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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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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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安徽绿丰至安置业有限公司

转让

1,280,211.42

湖南隆平高科蔬菜产业有限公司

清算

0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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