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隆平高科 股票代码 0009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志新 张倩

电话 0731-8218�3881 0731-8218�3880

传真 0731-8218�3881 0731-8218�3880

电子信箱 lpht@lpht.com.cn lpht@lpht.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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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201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815,424,

946.98

1,884,716,

266.51

1,884,716,

266.51

-3.68%

1,705,309,

762.18

1,705,309,

76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362,021,

052.47

186,276,

827.67

186,276,

827.67

94.35%

171,059,

981.37

171,059,

98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59,503,

418.08

106,082,

740.21

83,667,

075.19

210.16%

75,844,

376.86

61,702,

69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276,094,

324.08

246,920,

747.64

246,920,

747.64

11.81%

209,336,

897.76

209,336,

897.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34 0.2038 0.2038 78.31% 0.1872 0.18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34 0.2038 0.2038 78.31% 0.1872 0.18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6% 14.62% 14.62% 6.14% 14.94% 14.94%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2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105,223,

769.85

3,832,779,

803.72

3,832,779,

803.72

7.11%

3,591,654,

491.60

3,591,654,

49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913,858,

006.58

1,580,084,

065.52

1,580,084,

065.52

21.12%

1,221,072,

244.91

1,221,072,

244.91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5,29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5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56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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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新大新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40%

143,400,

010

0 质押

143,350,

000

湖南杂交水稻

研究中心

国有法人 6.71% 66,857,142 0

交通银行－博

时新兴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1%

30,000,

000

0

袁丰年 境内自然人 2.96% 29,455,634 29,455,634

廖翠猛 境内自然人 2.35% 23,379,736 23,258,352 质押 8,46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5% 20,409,864 0

张秀宽 境内自然人 1.84% 18,342,960 18,342,960 质押 8,460,000

合肥绿宝种苗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3% 17,196,520 17,196,520

戴飞 境内自然人 1.40% 13,900,520 13,900,520 质押 8,460,000

袁隆平 境内自然人 1.34% 13,371,43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先生为公司发起人股东，袁隆平

先生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法定代表人，袁丰年先生为袁隆平先生侄儿。 除此之外，

根据公司已知资料，未发现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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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根据既定战略目标，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1）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品种选育成果丰硕

报告期内，公司科研投入1.11亿元，同比增长16.02%，商业化育种体系已进一步完善，

商业化育种规模和水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一是育种的信息化、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全方

位提升。 公司投资建设了育种信息化管理系统、基地田间物联网系统及先进的田间试验设

备，实现了研发创新工作的信息化与自动化，大幅提高了育种效率。 二是育种基地布局继

续优化和完善。 目前，公司农作物育种基地规模近5000亩。 育种核心研发基地二期工程、

四川上游中稻育种基地、南繁育种基地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生物技术实验室软硬件建设

进一步提升。 三是品种选育成果丰硕。 全年审定水稻品种21个，其中大部分品种的产量、

米质和抗性等综合性状有较大的提升。 玉米审定7个品种，根据综合性状评估，有可能出现

潜力大品种。 小麦、蔬菜、棉花、油菜等农作物也分别有多个品种通过了审（认）定。

（2）生产、营销管理水平继续提升

一是以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标准化种子生产基地的建设为抓手，降低制种成本，提

高制种产量和效率。 二是以玉米品种“隆平206” 为代表的精准营销、示范营销、服务营销

新模式取得可喜成果，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继续上升。 三是信息化水平得以提升。 现代

信息技术已经在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上推广应用，包括二维码追溯系统和研发、生产、营销信

息服务体系建设。

（3）品牌基石得到巩固，公司内部协同效应逐步显现

报告期内，公司与袁隆平院士签署了《袁隆平品牌权许可使用协议》，公司的核心品牌

补充完整，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期公司品牌维护、打假维权创造了条件。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三家核心子公司利益均统一至上市公司平台，管理关系得到进

一步理顺，内部资源得以优化共享，公司战略得到一致认同，促进了战略加速落地，上市公

司平台的协同效应已逐步显现。

（4）国际市场战略布局全面开始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细化了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并开始为未来国际市场进行战略布

局。 一是在孟加拉、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国进行了大面积的杂交水稻高产栽培

示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杂交水稻种子出口逐年稳步增加。 二是研发本地化布局加快，4

个育种站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 报告期内，有1个杂交水稻品种通过目标国品种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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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原执行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报

告期内，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公司据此对会计政策相应进行了

变更。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中国财政部自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2号、第9号、第30号、第33号、第37号、第39号、第40号、第41号等八项准则和

于2014年7月23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于

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其他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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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问题

的回函》（会计部函[2014]256号）的要求，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2013年度

报告的通知》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披露》的规定对2013年度报告中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了调整，将除救灾备荒种子储

备收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计入非经常性损益，并将2013年子公司发生的与产品质量无关的

偶发性赔款支出及子公司收取的资金利息收入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本次调整影响公司经

常性损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的列报，但不影响财务报表信息，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4年6月2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报告财务信息更正公告》。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处置子公司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

明细情况

子公司

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

点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

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

资产份额的差额

青岛含蜜笑

食品有限公

司

100.00 85.7% 转让 2014年11月

转让款已收

到，股权已过

户

24,758,474.05

(续上表)

子公司

名称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比例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账面价

值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公允价

值

按照公允价值重

新计量剩余股权

产生的利得或损

失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

股权公允价值的确定

方法及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股权投

资相关的其他综合

收益、其他所有者权

益变动转入投资损

益的金额

青岛含蜜笑

食品有限公

司

14.30% 27,308.04 0.00 -27,308.04

处置价款及公司净资

产均显示剩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为0

(二)�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安徽绿丰至安置业有限公司 新设 2014年1月 20,000,000.00 100%

河南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新设 2014年4月 30,000,000.00 100%

安徽隆平高科（新桥）种业有限公司 新设 2014年7月 5,000,000.00 100%

安徽隆平农业合作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 2014年7月 1,000,000.00 100%

LIBERIA�LONGPING�AGRICULTURE�

DEVELOPMENT�CO.,LTD

新设 2014年4月 1,500,000.00 75%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伍跃时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证券代码：000998� � � � �公告编号：2015-20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度股东

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袁隆平

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6：00

（四）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下同）投票时间

为2015年5月17日15:00至2015年5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截至2015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1、股东可以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车站北路459号证券大厦9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报告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

（二）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报告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报告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摘要）及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

（四）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截至2014年末， 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198,421,565.61元， 资本公积金为1,481,

778,939.09元。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董事会建议以公司股本总额99,610万股为基

数，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0.50元（含税）。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就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http:

//irm.cninfo.com.cn/szse）与公司进行交流沟通。

（五）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201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六）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5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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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2014年度工作情况进行述职。

三、网络投票的安排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上述系统参加网络投

票。 有关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的详细信息请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查询，

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及要求详见本通知附件1。

四、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及手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请于2015年5月14日至2015年5月17日 （工作日上

午9：00---12：00，下午13：30---17：00）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

续，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1、法人股东应持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加盖公章的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格式见本通知附件2）；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459号证券大厦9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邮编：410001

3、电话：0731-82183880

4、传真：0731-82183880

5、联系人：张倩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突发重大事件导致网络投票系统使用遭受影响，则本次会议的

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附件：

1、 网络投票程序及要求

2、 授权委托书格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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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网络投票程序及要求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股东可根据本次会

议网络投票专用投票代码和投票简称进行投票，其中申报价格代表本次会议议案，申报股

数代表表决意见。 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

（一）投票流程

1、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为公司挂牌一只投票证券，本公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

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0998 隆平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2、表决议案

100.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3.00元代表议案3， 以此类

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

“总议案” 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的申报价格

（元）

总议案 以下6项议案 100.00

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3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3.00

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00

5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201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5.00

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6.00

3、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类型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反对 2

弃权 3

（二）投票操作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隆平高科” A股的投资者，投票操作举例如下：

1、股权登记日持有“隆平高科” A股的投资者，对本公司议案1投赞成票，则其申报如

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0998 买入 1.00 1股

2、股权登记日持有“隆平高科” A股的投资者，对本公司议案1投反对票或是弃权票，则

对应的申报股数为2股或3股。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2015

年5月17日15:00至2015年5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一）股东身份认证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或“深圳证

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

号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四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

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

午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

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

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

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二）投票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 和“服务

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注意事项

1、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2、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分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

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如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四、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 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个人投票结

果，投资者也可于当日下午18:00之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查看个人投票结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当日下午

18:00之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

查询”功能，查看个人投票结果。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权限：代表本单位/本人参加股东大会并对会议审议的以下事项行使表决权。

一、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投赞成/反对/弃

权票（如为反对或弃权，请说明理由）。

二、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投赞成/反对/弃

权票（如为反对或弃权，请说明理由）。

三、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投赞成/反对/弃

权票（如为反对或弃权，请说明理由）。

四、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投赞成/反对/弃权

票（如为反对或弃权，请说明理由）。

五、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201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投赞成/反对/弃权票（如为反对或弃权，请

说明理由）。

六、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投赞成/反对/弃权票（如为反对或弃权，请说明理由）。

委托期限：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如委托人不

作具体指示，代理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受托人（签章）：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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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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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茂辉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郭平

任爱胜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郭平

公司负责人伍跃时、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邹振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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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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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570,978,433.72 520,114,241.12 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7,271,277.92 138,575,501.93 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7,301,029.95 131,102,052.56 4.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132,390.98 -66,904,098.78 1.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78 0.1391 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78 0.1391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1% 8.40%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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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9,248,282.56 4,105,223,769.85 -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61,093,626.10 1,913,858,006.58 7.6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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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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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3,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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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7.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87,695.54

合计 9,970,247.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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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政府

补贴收入

3,017,333.00

此类补贴收入系与公司主营业务活动密切相关的农业补贴收入,

根据历史经验,公司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连续地获取这些收益故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列报。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8,43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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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新大新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40% 143,400,010 0 质押 123,750,000

湖南杂交水稻

研究中心

国有法人 6.71% 66,857,142 0

袁丰年 境内自然人 2.96% 29,455,634 29,455,634

廖翠猛 境内自然人 2.35% 23,379,736 23,258,352 质押 8,460,000

张秀宽 境内自然人 1.84% 18,342,960 18,342,960 质押 8,460,000

合肥绿宝种苗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3% 17,196,520 17,196,520

戴飞 境内自然人 1.40% 13,900,520 13,900,520 质押 8,460,000

袁隆平 境内自然人 1.34% 13,371,430 0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5% 12,479,488 12,479,488

张德明 境内自然人 0.90% 9,002,700 9,002,7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 143,400,010 人民币普通股 143,400,010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66,857,142 人民币普通股 66,857,142

袁隆平 13,371,430 人民币普通股 13,371,43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2,479,488 人民币普通股 12,479,48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8,899,706 人民币普通股 8,899,70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8,543,921 人民币普通股 8,543,921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

红－团险分红

8,500,079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7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022L-CT001深

7,266,889 人民币普通股 7,266,88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888,100 人民币普通股 6,888,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先生为公司发起人股东，袁隆

平先生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法定代表人，袁丰年先生为袁隆平先生侄儿；全国社

保基金四一四组合与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同属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 除

此之外，根据公司已知资料未发现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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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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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276.46万元，主要原因系本期赎回

全部基金

2、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95万元，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3、应付账款较年初减少44.17%，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支付上年应付制种基地货款；

4、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44.18%，主要原因系本期发放上年度绩效工资；

5、应付税费较年初增加83.94%，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支付了前期计提的个人所得税；

6、应付利息较年初减少89.76%，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公司债利息；

7、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427.4万元，主要原因系上期转回相应资产减值损失；

8、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40.03万元，主要原因系本期基金产品全部赎回；

9、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338.29万元，主要原因系对权益法核算子公司确认投资损失增加；

10、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59.61万元，主要原因系本期赔款支出增加；

二、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湖南新大新股

份有限公司

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股份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在十

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

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其减持

价格将不低于13.50�元(当公司派发

红股、转增股本、增资扩股、配股、派

息等使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时，对此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2006年02月

13日

9999-12-3

1

正在严格履行

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湖南新大新股

份有限公司

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承诺：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如发生关联交易，将促使

交易价格、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公

平合理。

2004年12月

14日

9999-12-3

1

正在严格履行

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登记在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隆平"）名下的证号为

长房权证岳麓字第712124791号、长

房权证岳麓字第712124727号、长房

权证岳麓字第712124822号、长房权

证岳麓字第712124832号、长房权证

岳麓字第712124720号、长房权证岳

麓字第712124765号、长房权证岳麓

字第712124390号的7处房屋，登记

在湖南隆平全资子公司湖南民生种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种业"）

名下的证号为长房权证岳麓字第

712124708号的1处房屋。 上述房产

总面积约为3.3万平方米，目前房产

所有权证书登记的产权人为湖南隆

平和民生种业，但该房产实际由隆

平高科出资建设，实际所有权人应

为隆平高科，已纳入隆平高科自有

固定资产核算；湖南隆平和民生种

业未将其纳入自有固定资产核算，

仅为名义所有权代持人。 公司承

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

后，将解决上述房屋代持问题，实现

该等房屋实际所有权人与登记所有

权人的一致。

2013年08月

18日

2016-12-3

1

尚未履行完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承诺公司及控制的下属公司未

来不再从事房地产商业开发业务。

2012年01月

10日

9999-12-3

1

正在严格履行

中。

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承诺，当出现以下任何情形时，

公司承诺为2012年公司债券追加担

保：（1）预计公司不能按期、足额偿

付本次公司债券的利息或本金；

（2）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公司

资产负债率超过70%；（3）本次公司

债券存续期间，公司年度经审计利

润总额少于本次公司债券一年的利

息。

2012年01月

10日

2017-03-1

4

正在严格履行

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三、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源

基金 基金 166007

1,240,

000.00

1,237,

568.35

0 0.00

-12,

128.17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金

基金 基金 BC0125

1,500,

000.00

1,491,

375

0 0.00

16,

255.98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金

合计

2,740,

000.00

2,728,

943.35

-- 0 -- 0.00

4,

127.81

-- --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伍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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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93

■ 2015年4月28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