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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毛长青、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邹振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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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上年度末

减

15,609,625,411.20

15,363,739,781.59

1.60%

6,204,684,959.40

6,853,534,567.26

-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44,350,019.48

-141.14%

1,199,313,745.41

-17.66%

-337,184,225.08

-319.93%

-268,687,642.42

-447.90%

-299,504,577.75

-147.26%

-329,451,336.06

-10,442.39%

-299,400,756.66

-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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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89

-305.16%

-0.2063

-43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89

-305.16%

-0.2063

-43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7%

-3.84%

-4.12%

-5.41%

备注：1、净利润下降主要原因：第三季度行业季节性亏损，同时前三季度日均贷款额增加、贷款汇率变动、贷款利率上升
等因素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海外投资收益、金融资产投资产生的收益较上期减少。受行业下行影响，种业利润下降。
2、本报告期末，公司预收款项同比增长 2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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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7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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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30,0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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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3

132,074,782.79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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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208,061.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3,561,19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19,991.5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337,662.23

合计

60,763,69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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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政

原因
救灾备荒种子储备收入 3,490,000.00 元，此类补贴收入系与公司

3,490,000.00

府补贴收入

主营业务活动密切相关的农业补贴收入，按照一定标准定额取
得，故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列报。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7,761

0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信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杂交水稻
研究中心
北大荒中垦
（深圳）投资
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农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上海高毅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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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国有法人

16.54%

217,815,722

193,815,722

国有法人

5.08%

66,857,142

0

5.00%

65,850,000

0

3.20%

42,177,515

42,177,515

2.66%

35,000,000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其他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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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
远望基金
湖南新大新股

境内非国有法

份有限公司

人

2.23%

29,410,510

0

其他

1.91%

25,123,800

0

境内自然人

1.90%

25,076,106

25,076,106

其他

1.86%

24,520,801

0

境内自然人

1.78%

23,455,336

17,591,502

质押

29,337,200

质押

15,200,000

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天
顺（2017）519
号隆平高科证
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王义波
安邦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保守型投资
组合
廖翠猛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数量

66,857,142

人民币普通股

66,857,142

65,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850,000

3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0

29,410,510

人民币普通股

29,410,510

25,123,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23,800

24,520,801

人民币普通股

24,520,801

2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0

19,38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80,500

郭建秀

15,37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71,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北大荒中垦（深圳）投资有限公
司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
金
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天顺
（2017）519 号隆平高科证券投
资单一资金信托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守型投资组合
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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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1）鉴于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农业”）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

的说明

中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有限”），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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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兴业”）为中信有限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信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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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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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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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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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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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本期数）

期初数（上期数）

预付款项

383,854,083.34

163,116,126.38

其他流动资产

488,289,218.30

289,597,664.53

增减变动

原因

135.33% 预付制种款增加所致
68.61% 1）小贷金融业务增加；2）报告期期末
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在建工程

96,230,349.66

71,283,437.43

35.00% 主要系总部大楼二期工程、育种基地建
设等项目增加工程投入

开发支出

644,611,629.29

461,353,683.96

短期借款

3,399,000,000.00

2,557,000,000.00

39.72% 报告期内科研投入增加所致
32.93% 流动资金季节性需求增加导致短期借款
增加

应付账款

342,216,818.82

631,305,969.17

预收款项

1,091,956,778.95

644,652,928.07

102,673,480.33

157,821,773.45

8,542,649.96

34,550,261.63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45.79% 报告期内支付制种款导致应付账款减少
69.39% 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增加导致预收增加
-34.94% 报告期内集中支付绩效薪酬所致
-75.27% 报告期内支付上年企业所得税导致应付
税金减少

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234,732,220.04

33,666,918.04

-134,414,338.67

-193,231,325.94

597.22% 系报告期内回购股份所致
30.44% 主要系权益法核算按持股比例确认被投
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变动所致

管理费用

262,006,945.12

186,507,572.04

40.48% 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增加导致费用增加

研发费用

49,392,363.86

24,957,398.16

97.91% 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增加导致费用增加

投资收益

-61,025,184.90

-38,024,466.07

-60.49% 主要系权益法核算按持股比例确认被投
资单位投资损失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00.00% 本期新增科目且报告期内计提的信用损

-5,170,488.58

失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5,958,116.29

-2,276,895.77

-161.68% 报告期内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461,819.54

4,776,141.61

-90.33% 报告期内不动产处置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2,527,647.47

1,491,689.71

69.45% 报告期内政府补贴增加

营业外支出

8,765,135.83

2,834,644.45

209.21% 报告期内补偿支出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即以扣除回购专户库存股（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回购证券专户已回购股份15,475,558股）后的股本1,301,494,740股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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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2.00元（含税），共计派发260,298,948.00元。截至2019年7月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已
回购股份16,607,558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因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此次权益分派。
公司此次权益分派具体实施方案为：以公司可分配股数1,300,362,740股为基数（公司总股本1,316,970,298股，扣除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中的16,607,558股），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1741元（含税）。公司2018年年度
权益分派已于2019年7月15日实施完毕。
（2）报告期内，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及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合理使用募
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经营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将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模后的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34,585.39万元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偿还银行贷款等，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3）报告期内，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徽隆平”）种子收购资金需求，经安徽隆平申请，公司同意为安徽隆平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
支行申请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7,00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该笔债
权的费用。
（4）为借力培育和打造公司农业服务业务品牌，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隆平高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出资7,600万元认缴与公司
关联方中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信恒银通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共同成立的山西六产融合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股权。上述交易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9年6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报告期内，经山西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批复，山西六产融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获准设立，并已取得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
业执照。公司已于2019年9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81）。
（5）为全力推进公司发展战略升级，促进公司主业跨越式发展，公司时任核心管理团队成员伍跃时、袁定江、王道忠、廖
翠猛、张秀宽、彭光剑、周丹、何久春、邹振宇和陈志新共计10人（以下合称“核心管理团队”或“业绩承诺对象”
）自愿
与公司签署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关于业绩承诺及奖惩方案的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
及后续补充协议，对公司2014至2018年度（以下简称“业绩考核期”）业绩承诺及奖惩方案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业绩考核期间，国家实施种植业供给侧结构调整，行业客观因素的变化远超业绩承诺时的客观预期，对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较大负面影响。在前述期间，尽管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勤勉尽责，带领公司在战略落地和经营管理方面实现全方位、快速发
展，公司于2018年进入世界种业前八强，但根据《协议》及补充协议之业绩承诺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天健湘审〔2019〕1040号《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业绩承诺对象仍需以现
金向公司补偿11,283.93万元（以下简称“利润补偿款”）。
鉴于利润补偿款涉及金额较大，公司业绩承诺对象表示其现金补偿能力不足，在短期内难以变现足够的资产以履行利润
补偿款支付义务。为协调业绩承诺对象有效履行利润补偿款支付，充分维护公司及股东权益，经业绩承诺对象申请，根据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公司与业绩
承诺对象签署了《关于利润补偿款支付安排的协议》，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报告期内，公司已收到第一期利润补偿款2,243.07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实施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19 年 07 月 09 日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58）

调整募集资金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7 月 23 日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模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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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公告编号：2019-062）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2019 年 08 月 30 日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2）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6 月 06 日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9）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30 日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9-081）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8 月 13 日

《关于核心管理团队业绩承诺补偿事
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7）

核心管理团队业绩承诺补偿事项进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12 日

《关于利润补偿款支付安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8）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分别于2018年10月12日、2018年10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及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2018年11月8日披
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回购的实施期限调
整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相关事项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10月13日、
2018年10月31日、2018年11月8日及2019年4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已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17,769,0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92%，最高成交价为15.0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36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34,674,495.81元（不含交易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1,16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最高成
交价为12.8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5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4,669,560元（不含交易费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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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7,000

7,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21,000

0

0

28,000

7,000

0

合计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详见公司 2019 年 7 月 23 日刊登在巨

2019 年 07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隆平高科：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其他

其他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详见“全
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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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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