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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确保畜禽核心种源自主可控

●本报记者 潘宇静

4月28日， 农业农村部就新一轮

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有关情况举行发布

会。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副主任、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孙好勤

表示，在畜禽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主要是对育种人发明创造的测定方

法、遗传评估算法、基因芯片等进行保

护，主要是通过《专利法》来实施。 农

业农村部支持企业将独有的、 不便公

开的技术成果形成商业秘密， 从而达

到保护的目的。

完善商业化育种体系

孙好勤在发布会上表示， 要力争

用10-15年的时间， 建成比较完善的

商业化育种体系， 显著提升种畜禽生

产性能和品质水平， 自主培育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突破性品种， 确保畜

禽核心种源自主可控。“包括生猪、奶

牛、肉牛、羊、马、驴等家畜品种，蛋鸡、

肉鸡、水禽等家禽品种，以及蜜蜂、蚕

等，要全面强化自主创新，以高质量发

展为主线，突出主导品种选育提升，注

重地方品种开发利用， 提高育种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和应用能力。同时，开展

高效智能化性能测定， 构建育种创新

链大数据平台， 提高遗传评估支撑服

务能力。 ”

孙好勤表示， 新一轮畜禽遗传改

良计划将以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为依

托，支持发展创新要素有效集聚、市场

机制充分发挥的联合育种实体， 提高

核心种源培育能力； 要全面强化企业

主体，支持畜禽种业企业做强做大、做

专做精，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研发能力、

产业带动力的领军企业， 提高企业品

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2008年-2020年，农业农村部实

施第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 覆盖了

奶牛、生猪、肉牛、蛋鸡、肉鸡和肉羊六

大主要畜种。经过十二年的努力，畜禽

生产性能水平明显提升， 畜禽种业发

展的整体性、系统性明显提高，核心种

源自给率超过75%。

孙好勤指出， 新一轮畜禽遗传改

良计划坚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聚焦

重点、精准发力，重点是要解决“好不

好”“强不强” 的问题。 实施期限从

2021年到2035年。

种猪供给有保障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

学家、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

委员会主任陈瑶生表示， 关于种猪

进口问题， 目前我国种猪供给立足

国内是有保障的。 近十年来，全国年

均进口种猪不到1万头，占核心育种

群更新比例不足10%， 少量进口主

要用于补充资源、 血统更新和改善

种猪性能。

陈瑶生同时指出， 虽然我国进步

很快， 但规范的系统选育历史积淀不

足，比国外晚了近50年，核心育种群

的产仔数、 饲料转化率等关键性状与

发达国家还有10%-30%的差距。 因

此， 适当引种有利于国内生猪种业加

快追赶， 完全不引不利于加快缩短与

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据陈瑶生介绍， 我国猪肉消费和

全球消费演变趋势类似， 由短缺时期

的脂肪型逐渐过渡到供需基本平衡时

期的瘦肉型为主。 当今世界瘦肉型品

种有三个：杜洛克猪、长白猪和大白猪

（简称“杜长大” ）。由于吃得少、长得

快、瘦肉率高，成为全球生猪养殖的当

家品种。从全球来看，根据本国市场需

求对“杜长大”进行本土化选育，是国

际通行的做法。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

开始引进“杜长大” 以来，和美国、加

拿大、丹麦等国类似，实施了本土化选

育，特别是2009年启动全国生猪遗传

改良计划以来， 进一步加快了系统选

育， 从而保障了我国接近90%的生猪

市场的种源供给。

陈瑶生称，下一步，在全国实施新

一轮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中， 一是实施

大规模的主导品种联合育种， 尽快实

现生产性能比肩国际先进水平， 加强

优质种源供给； 二是加强地方品种保

护，2021年已启动了全国畜禽遗传资

源普查，将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加大

保护力度； 三是大力推进地方品种开

发利用，深入挖掘其优质特性，培育以

风味独特、 肉质鲜美为主兼顾生长速

度的特色猪种， 更好地满足多元化的

市场消费需求。

中国石化一季度盈利179.29亿元

力争2050年实现碳中和

●本报记者 刘杨

4月28日晚， 中国石化发布一季

报。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一季度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79.29亿元，

基本每股收益0.148元， 上年同期亏损

198.7亿元。 一季度期末现金流超过

1980亿元。

中国石化表示，“十四五” 期间将

规划布局1000座加氢站、5000座充换

电站、7000座分布式光伏发电站点，打

造“油气氢电服” 综合能源服务商；坚

定不移迈向净零排放， 力争在2050年

比国家目标提前10年实现碳中和。

扭亏为盈

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国石化

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769.82亿

元，同比增长4.1%；归属于本公司股东

净利润为人民币185.43亿元，基本每股

收益为人民币0.153元。

在勘探及开发方面，中国石化持续

加强高质量勘探和效益开发，加快天然

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稳油增气降本取

得新进展。 勘探方面，持续加强战略领

域风险勘探、富油气区带勘探和页岩油

气勘探，在顺北、四川盆地等地区取得

油气勘探重要突破； 原油开发方面，高

效推进顺北、 准西缘等油田产能建设，

加强老区精细开发，大力推广应用提高

采收率技术，夯实稳产基础；天然气开

发方面，加快推进川西、威荣、东胜等气

田产能建设， 加大天然气拓市扩销力

度， 一季度天然气销量同比增长37%。

一季度， 油气当量产量117.03百万桶，

同比增长4.2%， 其中天然气产量2916

亿立方英尺，同比增长16.8%。 勘探及

开发板块息税前利润为人民币30.72亿

元，同比增长54.1%。

在炼油方面，中国石化加大产品结

构调整力度，增产汽油、航煤、化工轻

油、 沥青和润滑油等适销增效产品；优

化原油资源分配，统筹原油供应全过程

管理，降低采购成本；加大低硫重质船

燃生产力度， 一季度产量同比增长

187%，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一季度，

完成原油加工量6252万吨， 同比增长

16.3%。 炼油板块息税前利润为人民币

198.85亿元， 同比扭亏为盈， 也好于

2019年同期水平。

营销及分销方面，中国石化深化非

油业务改革，推进会员体系建设；探索

“互联网+加油站+便利店+第三方”

新模式， 加快油氢合建站和加氢站建

设，构建“油气氢电服” 综合能源服务

格局。 一季度，境内成品油总经销量为

4003万吨。 营销及分销板块息税前利

润为人民币85.50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也好于2019年同期水平。

化工业务大幅增长

在化工方面，一季度合成纤维高附

加值产品比例为33.6%， 同比增加0.6个

百分点；合成橡胶高附加值产品比例为

35.5%，同比增加5.2个百分点；合成树脂

新产品与专用料比例为67.8%， 同比增

加1.7个百分点。一季度，乙烯产量为338

万吨，同比增长11.7%；化工产品经营总

量为1984万吨，同比增长10.53%。 化工

板块息税前利润为人民币89.33亿元，同

比扭亏为盈，也好于2019年同期水平。

资本支出方面，中国石化一季度资

本支出人民币230亿元。 其中，勘探及

开发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90亿元，主

要用于涪陵、 威荣等天然气产能建设，

顺北、 济阳等原油产能建设以及天津

LNG二期、山东LNG二期建设等；炼油

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76亿元， 主要用

于安庆炼油结构调整，镇海炼化扩建等

项目建设；营销及分销板块资本支出人

民币29亿元， 主要用于加油站、 加气

站、综合能源站、仓储设施、非油品业务

等项目建设；化工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18亿元，主要用于镇海、天津南港、阿

穆尔天然气化工、 上海大丝束碳纤维、

仪征PTA等项目建设； 总部及其他资

本支出人民币17亿元， 主要用于科研

装置及信息化建设。

中国石化表示，将继续坚定实施世

界领先发展方略，围绕打造世界领先洁

净能源化工公司的愿景目标，推动形成

“一基两翼三新” 产业格局，加快推进

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十四五”期间规

划布局1000座加氢站、5000座充换电

站、7000座分布式光伏发电站点，打造

“油气氢电服” 综合能源服务商，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

大背景下，中国石化将坚定不移迈向净

零排放，确保在国家碳达峰目标前实现

二氧化碳达峰， 力争在2050年比国家

目标提前10年实现碳中和， 为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作出新贡献。

中环股份拟定增募资不超90亿元

用于单晶硅材料扩产项目

●本报记者 刘杨

4月27日晚， 中环股份公告拟定增

募资不超90亿元，以用于产能扩张。 中

环股份表示，单晶硅材料扩产是公司应

对下游应用市场需求爆发的积极措施。

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预计到

2025年， 全球新增光伏装机容量将达

到270GW-330GW， 下游需求达到

2020年的两倍以上， 现有单晶硅产能

将难以满足光伏产业发展的强劲需求。

单晶硅材料产能扩张

中环股份加速单晶硅材料扩产。 4

月27晚， 中环股份还抛出了一份定增

方案， 公司拟定增募集资金不超90亿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全部用于

“50GW(G12)太阳能级单晶硅材料智

慧工厂项目” 。

根据公告， 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宁夏

中环， 主要建设内容为借用银川中环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在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完成的智慧工厂厂房及相关设施，

在其中完成工艺设备安装和二次配管配

线安装工程。 主要产品包括CZ高效单晶

硅棒（G12），达产后年产量50GW。

在能源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全

球光伏装机的需求快速释放， 带动上

游硅材料的需求高速增长。 同时，因比

较优势显著， 单晶硅片渗透率快速提

升， 导致处于光伏产业上游环节的单

晶硅材料出现供给紧张局面。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 在光

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和新兴市场拉动

等有利因素的推动下， 全球光伏市场

快速增长， 预计2021年全球光伏市场

总装机量将达到 150GW-170GW；

2025 年 总 装 机 量 将 达 到

270GW-330GW，下游需求达到2020

年的两倍以上， 现有单晶硅产能将难

以满足光伏产业发展的强劲需求。

中环股份表示， 目前公司单晶硅

材料的产能利用率处于较高水平，尤

其G12产业链上下游发展超过预期，导

致G12产能不足成为行业发展瓶颈。因

而，产能扩张是公司应对强劲的下游需

求采取的积极措施。

此外， 中环股份称目前210mm产

业生态联盟基本形成，公司在G12领域

占据绝对市场份额。 2020年末，公司的

单晶总产能55GW，其中G12产能占比

已达40%。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建

设，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公司在G12太

阳能硅片的产品技术优势。

一季度业绩创新高

2021年是中环股份完成所有制改

革的第一年。中环股份混改引入TCL科

技后，公司一季度业绩实现翻倍，并创

出历史新高。 根据财报，一季度中环股

份实现营业收入74.6亿元， 同比增长

65.2%；归母净利润为5.4亿元，同比增

长114.6%。

中环股份表示，业绩增长原因主要

是，在制造成本优化和下降方面，公司

光伏材料晶体制造体系和晶片制造体

系开展了一系列技术创新活动，使单位

设备理论产能和当前实际产量都得到

较大幅度提升，极大降低了生产过程中

的固定成本摊销和变动成本。 另外，制

造方式进一步改善。 一季度，上述两项

工作环比增加制造端利润1.55亿元以

上，较大程度消化了一季度原材料价格

上升的不利因素。

在产品和市场占有率方面，公司全

球首创的光伏G12硅片是平台型技术，

产品性能和成本优势明显。在一季度公

司光伏硅片总产销规模逐月上升的基

础上，G12硅片产销规模占比也逐月增

长，产品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和产

品盈利能力逐月提升。

中环股份在一季报中表示，在全球

领先目标的牵引下，公司根据光伏新能

源市场及产业发展趋势，结合G12产品

技术和叠瓦产品技术优势及产业化进

程，实施光伏材料业务板块“9205” 五

年战略规划，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加速

抢占技术红利， 加快实现全球领先；预

期今年公司业绩将保持强劲增长，有信

心实现业绩倍增目标。

子公司收入确认事项受拷问

皖通科技年报被出具“非标” 意见

●本报记者 于蒙蒙

陷入“宫斗” 困局的皖通科技再爆猛料。 皖通科技4月27日深夜披露2020年年

报，审计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上会所” ）对年报出具保留

审计意见，问题核心在于子公司赛英科技的收入确认。上会所发现赛英科技部分客户

并非为产品的最终客户，相关收入存在提前确认，影响以前年度营业收入2245.82万

元，营业成本393.95万元。 皖通科技2017年收购赛英科技，后者2017年至2019年“掐

点” 完成业绩承诺。若上会所的认定成立，则赛英科技相关方及时任皖通科技董监高、

中介机构将面临监管处罚。

对于上会所的审计判断，皖通科技董事会逐条予以反驳，业内人士对此存在较大

争议。 事件的核心人物———赛英科技负责人易增辉对上会所提出质疑，指上会所提出

保留也是推测，而且是用2021年的结论去推测三年前的事情。 易增辉表示欢迎监管机

构进场核查以证清白。

被指“提前确认收入”

上会所在审计报告中表示，在对皖通科技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赛英科技的部分客户

执行查验相关销售合同、生产记录、发货单、验收单及函证并回访后，发现部分客户并

非为产品的最终客户， 按合同交付给该部分客户的产品尚须待最终客户安装使用反馈

后，再与赛英科技进行结算。因此上述按发货确认的应收账款应调整为以成本计价的合

同履约成本列报。

《董事会关于2020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中显示，该

部分交易涉及四家公司。相关应收账款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余额为2586.6万元。上述

调整影响以前年度营业收入2245.82万元，营业成本393.95万元。

上会所依据项目组对上述四家客户所列交易所取得的审计证据， 结合原企业会计

准则，认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赛英科技存在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情况，因此对皖

通科技2020年报出具保留审计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存在争议的收入确认发生的时间点恰好在赛英科技业绩承诺

期。 皖通科技2019年年报披露，赛英科技2017年至2019年累计业绩承诺净利润为1.12亿

元，实际完成业绩为净利润1.14亿元。 剔除期间股权激励等因素影响，赛英科技2017年至

2019年累计完成的业绩为1.19亿元，完成率达106.54%，实现了业绩承诺。

审计意见存争议

针对上会所出具的这份带保留意见的年报，皖通科技董事会以5票同意、3票弃权通过

了年报的议案。 但在审计认定上，皖通科技董事会内部“炸开了锅” 。

作为赛英科技的负责人，皖通科技董事易增辉意见最大。 易增辉表示，赛英科技在客户

收到货物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这是从上市公司收购赛英科技时就确立的收入确认原则，中

途没有变更；2018年和2019年的季报、 半年报和年报已经多次证明了上述四家公司的收入

确认是合适的，时任董事、监事以及高管、会计师都已签字确认上述事实，没有人提出异议；

同时，证监会也于2020年对赛英科技2017年至2019的业绩进行了核实，没有提出异议。

“上会所审计2020年业务时，也没对收入确认原则进行否定，唯独对2018年、2019年这

四家公司的业务认为‘相关的经济利益不可能流入企业’ ，而出具保留意见，但上会所没有

给出‘不可能’的充分证明。 ”易增辉称，赛英科技与这四家公司一直保持业务往来，四家也

在不断付款，只是还有欠款没有付完，会计询证这四家公司也承认相应事实。因此，这些交易

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条件，上会所的保留意见不恰当、不合适。

皖通科技董事会也认为， 赛英科技所涉交易对照原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2006）》（财会[2006]3号）规定，完全符合销售商品收入中所述五项原则。

但独董周艳表示，年审会计师回复了独立董事对保留事项的专项说明的解释，与董事

会对非标意见的说明相比较，董事会提供的专项说明未能解释全部的实际情况，其对此予

以反对。

“如果从皖通科技2020年收入15.76亿元看，就算2500多万元如上会所的认定，也是明

显小题大做了。 正常沟通解决或计提坏账，没必要追溯调整。 ” 一位资深审计机构人士指出，

这背后或许有外界无法看到的事项。

“临阵”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争议的背后，皖通科技“临阵”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受到外界关注。

原审计机构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大华所” ），服务皖通科技可

追溯到公司2010年上市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大华所对皖通科技2018年和2019年的年报均出

具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但在2021年初发生了变化。 皖通科技今年1月披露，大华所由于审计时间和审计人员安排

问题，未能就续聘事宜与公司达成一致，为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编制工作顺利进行，大华

所决定不予承接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因此，公司聘任上会所为公司2020年度审

计机构。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皖通科技第二大股东南方银谷相关人士处获悉， 公司相关人员对聘

任上会所颇有微词，但考虑临近年报期，遂未对聘任事项做出阻击。

皖通科技相关高管指出，一旦上会所的审计意见被监管机构认可，那么赛英科技将面临财

务造假的指控，根据推算业绩承诺将不达标，而皖通科技时任董监高、中介机构都可能受到监管

处罚。公司对上会所的审计并不认同，目前只能期待监管机构尽快对公司进行现场核查。如果上

会所的审计存在瑕疵，将会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未来年报的保留意见也有消除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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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收入确认事项受拷问

� 皖通科技年报被出

具“非标” 意见

� �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陷入“宫斗”困局的皖通科技再爆猛料。 皖通科技4月27日深夜披露2020年年报，审计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上会所”）对年报出具保留审计意见，问题核心在于子公司赛英科技的收入确认。 上会所发现赛英科技部分客户并非为产品的最终客户，相关收入存在提前确认，影响以前年度营业收入2245.82万元，营业成本393.95万元。 皖通科技2017年收购赛英科技，后者2017年至2019年“掐点”完成业绩承诺。 若上会所的认定成立，则赛英科技相关方及时任皖通科技董监高、中介机构将面临监管处罚。

对于上会所的审计判断，皖通科技董事会逐条予以反驳，业内人士对此存在较大争议。 事件的核心人物———赛英科技负责人易增辉对上会所提出质疑，指上会所提出保留也是推测，而且是用2021年的结论去推测三年前的事情。 易增辉表示欢迎监管机构进场核查以证清白。

被指“提前确认收入”

上会所在审计报告中表示，在对皖通科技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赛英科技的部分客户执行查验相关销售合同、生产记录、发货单、验收单及函证并回访后，发现部分客户并非为产品的最终客户，按合同交付给该部分客户的产品尚须待最终客户安装使用反馈后，再与赛英科技进行结算。 因此上述按发货确认的应收账款应调整为以成本计价的合同履约成本列报。

《董事会关于2020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中显示，该部分交易涉及四家公司。 相关应收账款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余额为2586.6万元。 上述调整影响以前年度营业收入2245.82万元，营业成本393.95万元。

上会所依据项目组对上述四家客户所列交易所取得的审计证据，结合原企业会计准则，认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赛英科技存在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情况，因此对皖通科技2020年报出具保留审计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存在争议的收入确认发生的时间点恰好在赛英科技业绩承诺期。 皖通科技2019年年报披露，赛英科技2017年至2019年累计业绩承诺净利润为1.12亿元，实际完成业绩为净利润1.14亿元。 剔除期间股权激励等因素影响，赛英科技2017年至2019年累计完成的业绩为1.19亿元，完成率达106.54%，实现了业绩承诺。

审计意见存争议

针对上会所出具的这份带保留意见的年报，皖通科技董事会以5票同意、3票弃权通过了年报的议案。 但在审计认定上，皖通科技董事会内部“炸开了锅” 。

作为赛英科技的负责人，皖通科技董事易增辉意见最大。 易增辉表示，赛英科技在客户收到货物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这是从上市公司收购赛英科技时就确立的收入确认原则，中途没有变更；2018年和2019年的季报、半年报和年报已经多次证明了上述四家公司的收入确认是合适的，时任董事、监事以及高管、会计师都已签字确认上述事实，没有人提出异议；同时，证监会也于2020年对赛英科技2017年至2019的业绩进行了核实，没有提出异议。

“上会所审计2020年业务时，也没对收入确认原则进行否定，唯独对2018年、2019年这四家公司的业务认为‘相关的经济利益不可能流入企业’，而出具保留意见，但上会所没有给出‘不可能’的充分证明。 ”易增辉称，赛英科技与这四家公司一直保持业务往来，四家也在不断付款，只是还有欠款没有付完，会计询证这四家公司也承认相应事实。 因此，这些交易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条件，上会所的保留意见不恰当、不合适。

皖通科技董事会也认为，赛英科技所涉交易对照原《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06）》（财会[2006]3号）规定，完全符合销售商品收入中所述五项原则。

但独董周艳表示，年审会计师回复了独立董事对保留事项的专项说明的解释，与董事会对非标意见的说明相比较，董事会提供的专项说明未能解释全部的实际情况，其对此予以反对。

“如果从皖通科技2020年收入15.76亿元看，就算2500多万元如上会所的认定，也是明显小题大做了。 正常沟通解决或计提坏账，没必要追溯调整。 ”一位资深审计机构人士指出，这背后或许有外界无法看到的事项。

“临阵” 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争议的背后，皖通科技“临阵”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受到外界关注。

原审计机构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大华所”），服务皖通科技可追溯到公司2010年上市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大华所对皖通科技2018年和2019年的年报均出具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但在2021年初发生了变化。 皖通科技今年1月披露，大华所由于审计时间和审计人员安排问题，未能就续聘事宜与公司达成一致，为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编制工作顺利进行，大华所决定不予承接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因此，公司聘任上会所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皖通科技第二大股东南方银谷相关人士处获悉，公司相关人员对聘任上会所颇有微词，但考虑临近年报期，遂未对聘任事项做出阻击。

皖通科技相关高管指出，一旦上会所的审计意见被监管机构认可，那么赛英科技将面临财务造假的指控，根据推算业绩承诺将不达标，而皖通科技时任董监高、中介机构都可能受到监管处罚。 公司对上会所的审计并不认同，目前只能期待监管机构尽快对公司进行现场核查。 如果上会所的审计存在瑕疵，将会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未来年报的保留意见也有消除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