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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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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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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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代行人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贤文

罗明燕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车站北路 459 号证券大厦 10 湖南省长沙市车站北路 459 号证券大厦 10
楼
楼

电话

0731-8218 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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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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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103,628,252.62

854,745,825.95

2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4,024,810.79

155,106,891.54

5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7,796,251.10

149,259,395.78

59.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4,611,463.88

23,440,669.02

-631.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63

0.1279

45.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63

0.1279

45.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6%

3.12%

0.9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8,219,668,832.55

7,942,820,743.17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74,207,470.81

5,641,992,226.16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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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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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新大新股 境内非国有法
份有限公司
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0 质押

11.49%

144,384,310

中信兴业投资
国有法人
集团有限公司

8.71%

109,460,693

109,460,693

中信建设有限
国有法人
责任公司

6.72%

84,355,029

84,355,029

湖南杂交水稻
国有法人
研究中心

5.32%

66,857,142

0

深圳市信农投
境内非国有法
资中心（有限合
人
伙）

3.36%

42,177,515

42,177,515

袁丰年

2.34%

29,455,634

0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一一八组合

1.96%

24,566,610

0

廖翠猛

1.87%

23,455,336

17,591,502 质押

汇添富基金－
宁波银行－汇
添富－优势企
其他
业定增计划 5
号资产管理计
划

1.60%

20,084,531

20,084,531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1.54%

19,380,500

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数量
143,639,662

7,6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1）鉴于中信兴业投资和中信建设均为中信有限全资子公司，信农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
的说明
人为中信并购基金管理公司，该公司为中信证券的全资下属公司，中信证券的第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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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信有限；中信有限的实际控制人为中信集团。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中信兴业投资、中信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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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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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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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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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我国继续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过去的追求高产转变为提
倡绿色发展，着力于效率和品质的提升，最终目的是促进农民增收。预计未来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收储政策改革将继续深化。在需求转变的大背景下，公司的
品牌优势、种质资源和研发优势、质量优势等也将进一步凸显。
报告期，公司通过“种业运营+农业服务、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四轮驱动，“内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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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并购”双动力增长，实现营业收入11.04亿元，同比增长29.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34亿元，同比增长50.88%。根据2017年重点工作计划，公司推进和完成了以下
重点工作：
（一）种业运营平稳增长：公司主营业务聚焦种业，以杂交水稻、玉米、蔬菜种子为核
心。杂交水稻种子业务实现同期大幅度增长；蔬菜种子业务合乎预期；玉米种子业务同期下
降，其原因是国家实施玉米收储政策改革、继续调减玉米种植面积，目前玉米收储政策改革
成效开始显现、价格进一步回归市场、行业调整基本到位，预期未来对公司经营会产生积极
影响。
（二）农业服务初现成效：公司围绕“种业运营+农业服务”，开展杂交水稻、玉米、蔬
菜等多元化业务的同时，全面推进农业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及落地。公司注重农业服务平台顶
层设计，构建综合农业服务平台体系，以“互联网+农业”着力推进品质粮交易平台建设、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平台建设；为新型农业主体提供培训咨询、技术指导、试验示范、测土配方、
精准种植、土壤改良与修复、产销对接、金融保险支持等综合农业服务，通过信息手段和工
具提升农业整体服务效率。
（三）研发成果愈发显著：公司注重面向未来的研发顶层设计和布局，继续加大研发投
入、引进顶级的科研人员，全面提升育种创新能力，优秀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符合供给侧
改革背景下增品种、提品质的要求。报告期内，国家共计审定水稻品种178个，玉米品种171
个，其中公司获得国家审定的水稻品种达61个，占比达到34.27%，一级优质米品种3个，占全
国50%；获得国家审定的玉米品种10个。获得省级审定水稻品种29个，玉米品种3个，棉花品
种2个；育成黄瓜品种5个（正在办理登记），为公司下一步业务拓展提供有力支撑。在新品
种陆续推出后，公司实施品种退出机制。
（四）国际市场有序推进：在国际研发方面，公司在海南成立海外种业研发中心，作为
国际研发总部，统一开展海外科研和育种相关工作，下辖公司在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等
国的研发中心和育种站，实现海外研发本地化；国际开发与合作方面，菲律宾市场业务发展
迅速，有一支完善的本地经营管理团队，公司首次投放市场3个杂交水稻新产品，产品在产量、
品质、适应性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更好地满足了菲律宾水稻农户对杂交水稻的需求，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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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菲律宾杂交水稻种植比例。公司按计划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设立产业公司，推进在印度拟
商业化品种的示范和审定。同时，公司持续推进已坚持了18年的援外农业培训、援外项目合
作等公益性国际援助，为公司国际业务探索和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外延并购逐步落地：围绕公司确立的“内生增长+外延并购”双轮驱动战略，公司
先后收购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32.49%股权、收购湖南金稻种业有限公司80%股权、与南
京农业大学资产经营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南方粳稻研究院，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落实公司多
主体、多品牌、宽渠道运营的产业发展战略。
（六）管理与信息化得到进一步优化提升：在产业组织方面，公司水稻产业实施公司化
事业部制运营后，在产业协同与运营、新品种推广等方面优势更加明显；在总部组织方面，
公司启动全面绩效管理，进一步优化升级公司绩效管理体系，推动公司战略目标的达成；在
创新与信息化方面，公司启动信息化战略规划项目，加速推广“隆商通”、加快推进“销售
扫码登记”及其它平台的搭建与上线运营，全面推进公司信息化战略落地。
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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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计划完成了2017年上半年的重点工作任务，后续公司将着力推进以下几个方
面的重点工作：
（一）加大“3+X”品类战略的研究和落地，不断完善公司的业务布局。
（二）以市场和产业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研发方向和目标，加快新一轮品种的更新换
代，做到新品种开发一代、储备一代，实现优质产能的持续供给。
（三）积极探索客户的农业服务需求。公司将紧跟规模种植者等客户的农业服务需求，
从精准种植技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方面多维度为客户提供综合农业服务解决方案，逐步
推动实现农业产业链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四）加强行业并购与合作，集中优势资源。公司将优先推动强强联合、战略互补项目
的落地，加快国内外优质资源的整合。
（五）加强国际业务风险防范。国际业务与国家政策、目标国政治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公司在开展国际业务过程中需加强风险的研究，积极制定风险应对预案，努力实现公司国际
业务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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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公司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期，与之匹配的人才队伍建设是公
司实现战略目标的基础，同时国际种业的整合带来高层次研发和运营人才溢出，公司将加快
骨干团队梯队化的培养、储备与引进，进一步推动战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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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黑龙江隆平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隆平巴基斯坦南亚种子研发公司

股权取得方式
新设

股权取得时点
2017年2月

新设

2017年4月

出资额（元）

20,400,000.00
3,457,457.00

出资比例
51.00%
100.00%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