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028� � � �证券简称：玉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9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大厂潮白河工业区蒋谭路廊坊潮白河喜来登酒店二层碧竹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2,363,1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10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程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胡艳丽女士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241,958 99.9691 121,200 0.0309 0 0.0000

2、 议案名称：《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241,958 99.9691 91,700 0.0233 29,500 0.0076

3、 议案名称：《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241,958 99.9691 121,200 0.0309 0 0.0000

4、 议案名称：《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640,358 99.8157 693,300 0.1766 29,500 0.0077

5、 议案名称：《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241,958 99.9691 121,200 0.0309 0 0.0000

6、 议案名称：《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241,958 99.9691 91,700 0.0233 29,500 0.0076

7、 议案名称：《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241,958 99.9691 121,200 0.0309 0 0.0000

8、 议案名称：《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241,958 99.9691 91,700 0.0233 29,500 0.0076

9、 议案名称：《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241,958 99.9691 121,200 0.0309 0 0.0000

10、 议案名称：《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241,958 99.9691 91,700 0.0233 29,500 0.0076

11、 议案名称：《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241,958 99.9691 121,200 0.0309 0 0.0000

12、 议案名称：《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241,958 99.9691 91,700 0.0233 29,500 0.007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91,541,8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700,100 85.2429 121,200 14.7571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20,000 14.1643 121,200 85.8357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80,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700,100 85.2429 121,200 14.7571 0 0.0000

2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700,100 85.2429 91,700 11.1652 29,500 3.5919

3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700,100 85.2429 121,200 14.7571 0 0.0000

4 《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98,500 11.9931 693,300 84.4149 29,500 3.5920

5 《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700,100 85.2429 121,200 14.7571 0 0.0000

6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700,100 85.2429 91,700 11.1652 29,500 3.5919

7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00,100 85.2429 121,200 14.7571 0 0.0000

8 《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700,100 85.2429 91,700 11.1652 29,500 3.5919

9 《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700,100 85.2429 121,200 14.7571 0 0.0000

10

《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700,100 85.2429 91,700 11.1652 29,500 3.5919

11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的议案》

700,100 85.2429 121,200 14.7571 0 0.0000

12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的议案》

700,100 85.2429 91,700 11.1652 29,500 3.591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有议案均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知卉、刘宁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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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和2013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978号文核准，本公司于2014年11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7,795,800

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0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31,408,948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12,785,2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人民币518,623,748元， 于2014年11月11日、2014年11月12日分别存入本公司在交通银行无锡前洲支行开立的

人民币账户 （账号：322000656018010124394）199,410,000元 、 在中国银行无锡玉祁支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账号 ：

553465717033）144,213,748元、在无锡农村商业银行玉祁支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账号：019801220001997）175,000,000元。另扣

除前期已支付的保荐费用500,000元、尚未支付的律师费、验资费等其他发行费用987,795.8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17,135,952.2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苏公W[2014]B119号《验资报

告》。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制定了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随时接受本公司保荐机构的监督。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为募集

资金开设了专项账户。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如下：

公司 开户银行 账户性质 银行账号

本公司 交通银行无锡前洲支行 活期存款 322000656018010124394

本公司 中国银行无锡玉祁支行 活期存款 553465717033

本公司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玉祁支行 活期存款 019801220001997

鉴于中国银行玉祁支行及无锡农村商业银行玉祁支行两个专户对应的募投项目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完毕，且

结余募集资金已经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为方便账户管理，2017年11月8日，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两个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

手续。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32,705.57万元，支付银行手续费0.47万元，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和存款利

息共计2,277.34万元，募集资金余额（含利息收入）共计21,284.90万元。具体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 开户银行 账户性质 银行账号 金额（元）

本公司 交通银行无锡前洲支行 定期存款 322899999600003003483 211,000,000.00

本公司 交通银行无锡前洲支行 活期存款 322000656018010124394 1,848,967.54

合计 212,848,967.54

三、变更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8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

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18年4月9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同意公司变更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江苏复合双金属直缝埋弧焊钢管项目” ，并将结余募集资金19,941

万元（不含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四、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鉴于“江苏复合双金属直缝埋弧焊钢管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已经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交通银行无锡前洲支行的募集

专户将不再使用。为方便账户管理，2018年4月18日，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特此公告。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0日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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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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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其中：独立董事王莉、独立董事李相杰和董事

李旭华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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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凤荣 独立董事 因公务 李玉明

李小霞 董事 因公务 王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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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88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2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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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海种业 股票代码 00204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原绍刚 鞠浩艳

办公地址 山东省莱州市城山路农科院南邻 山东省莱州市城山路农科院南邻

电话 0535-2788926 0535-2788889

电子信箱 dmb@sddhzy.com dmb@sddhz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农作物新品种选育、许可证规定经营范围内的农作物种子生产、分装、销售。公司长期致力于玉米

育种与高产栽培研究工作，是国内最早实施育繁推一体化的试点企业，现已形成稳定发展的产业模式，符合国家产业

发展支持政策的要求。自公司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玉米杂交种、蔬菜杂交种、花卉种苗、小麦种、水稻种。公司的利润93%以上来源于玉米杂交

种。公司主推的玉米杂交种为登海605、登海618、先玉335、良玉99。

（1）目前，公司主要经营模式如下：

①新品种研发模式

A.公司主要作物育种程序

公司主要作物是玉米，玉米育种程序如下：

B.育种条件和育种周期

公司拥有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企业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省级研

发平台。育种试验田3000多亩，温室20000多平米，仪器设备100多台套。能够满足育种需要。

玉米育种周期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交系选育阶段，二是杂交种组配与试验阶段。自交系选育阶段主要应用常规

育种和单倍体诱导两种方式，常规育种一般需要6-8代选育过程，利用南繁北育需要3-4年的时间；单倍体诱导一般2

代就可完成选育过程，需要1-2年时间。杂交种组配与试验阶段一般需要6-7年时间，其中组配需要1年，测比1年，品比

1年，预试1年，区试2年，生产试验（有的省份可与第2年区试同时试验）1年。

C.研发活动实施主体

公司自育品种研发主体为公司玉米研究所。

D.研发成果的所有权归属方

研发成果所有权归公司所有。

②生产模式

A.生产模式及过程

公司种子生产主要采取“公司+农户” 、委托代繁和“公司+基地” 、“公司+承包户”相结合的模式。具体生产组织

过程如下：公司根据销售计划制定当年种子生产计划，包括生产数量和制种面积，并合理分配各区域制种基地。对于

种子委托代繁模式，公司与各区域受托制种商签订种子生产合同，约定委托制种面积、数量、结算价格和种子质量要

求等，受托制种商负责制种面积落实、制种区隔离、技术指导等大田制种工作，确保生产的种子达到合同约定标准；采

取“公司+农户” 、“公司+基地” 、“公司+承包户” 模式的，公司负责提供制种亲本材料，对整个制种过程进行监督、

管理与指导，种植户（承包户）负责按照技术要求生产种子；种子成熟后，由公司统一收购并运送至公司在当地设立

的种子加工厂。

B.生产模式的风险

由于种子生产整个过程都在大田进行，因此种子的产量质量受异常气温、旱涝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

此外，受托制种商的技术指导是否得当，种植户是否严格按照技术要求落实到位等也会对种子生产造成一定影

响。按照行业规则，如果是气候原因造成的损失由公司、受托制种商和种植户三方协商，共同承担损失；如果是受托制

种商或种植户管理问题造成的损失由代理商自行承担。

③采购模式

公司所采购的物资主要为种子包装物及种衣剂。种子包装物、种衣剂主要是根据全年销售计划分别制定采购计

划，供应商的选择主要采取询价和集中采购方式确定，确保优质优价。

④销售模式

A.�销售模式及其运作方式

公司销售采取的主要是代理商销售模式。每年下半年，公司与各区域代理商签订销售协议。代理商根据公司规定

的提货价预付货款后提货。整个种子销售季节结束后，公司根据年度销售政策与代理商进行结算。

B.�销售模式的风险

受利益驱动部分代理商在销售公司产品的同时，可能会销售同行业其他公司产品，影响公司产品的推广。部分代

理商跨区域窜货，影响了公司产品市场秩序，影响其他代理商的积极性。

C.销售模式的变化

适应农村土地流转加快，种业新型客户群体如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明显上升趋势的行业发展新形

势，改进营销模式，为客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化服务以适应销售模式的变化。

⑤仓储管理模式

公司本着供货及时，节约仓储和运输成本的原则，在生产集中地、成品供货集中区域、成品供货中心地点设立相

应种子仓库，实现半成品种子收储、精加工后的种子收储及待销种子周转。

A.种子入、出库管理

生产基地按种子调拨计划直发加工厂的种子，由生产加工部开具内部调拨票据发送加工厂；种子到达加工厂后，

经保管员核实办理入库。

生产加工部接到销售部发货通知后，通知加工厂。加工厂履行相关手续，办理种子出库。

B.贮藏期间的管理

种子入库前，做好防火、防盗、防雨雪、虫害检查和熏库工作。质检科在熏蒸前后取样做芽率对比试验，并检查熏蒸

后的库房情况确认熏蒸质量，出具熏蒸报告。种子贮藏期间定时定期检查，做到五无：无虫、无霉变、无鼠、雀、无事故，

无混杂。恒温库采用除湿机或（和）放生石灰块来降低仓库的湿度。常温库随着气候的变化，采用通风和密闭的方法

控制仓库温度和相对湿度，降低种温和水分，排除有害气体。

（2）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382.10万元，同比下降49.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670.31万元，同比

下降62.30%，经营业绩大幅下滑，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报告期内,国家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调减“镰刀弯”非优势产区籽粒玉米种植面积；国家取消“玉米

临储价格政策” 后，玉米价格低位徘徊，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国内种子市场审定品种较多、种子库存量较

大，种子产能过剩，以及套牌假冒侵权和违法经营的种子对市场地严重冲击。以上三种因素综合影响，种子需求量明

显下降，是导致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未达预期的主要因素。

（3）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及公司地位

①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种子是农业生产中

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关系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创新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农业增产增效的关键内在因素。国务院先后

印发国发8号文、国办发59号文、国办发109号文等关于种业发展的重要文件。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

重大决策部署，指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振兴重点是产业兴旺，国家将大力推进农业尽快由总量扩张向提质增

效转型升级，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兴农。行业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A.种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深入推进。深化科企合作、促进了科研单位成果转化、推动育种资源技术、人才向企业聚

集。种企50强科研投入不断加大，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企业已成为育种创新主体。优势种企通过兼并重组、战略合作，积

极布局国内国际市场，行业优质资源整合加速；具备一定优势的中小企业则逐步向区域性、专业型公司方向发展。种

子企业“多小散弱”状况明显改善，行业集中度稳步提升。全国种企降至4,300多家，前10强企业市场集中度由15%提高

到18%，前50强市场集中度由30%提高35%。

B.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全国已调减籽粒玉米5000万亩，2018年继续调减“镰刀弯” 非优势产区籽粒

玉米面积。2018年玉米价格回升，农民购种、种粮积极性有望提高。但随着国家“三区” 建设的推进，10.4亿亩“两区”

（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划定，我国对玉米的供种总需求数量将趋稳定，在量上不会有新的增

长空间。

C.新《种子法》实施后，绿色通道、联合体试验、同一生态区引种备案等举措地实施加快了新品种审定速度，新品

种呈现井喷态势，但缺乏技术突破性新品种。在行业库存居高不下产能过剩，品种同质化竞争的严峻形势下，市场竞

争将比以往更加残酷。

D.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绿色发展的深入推进，通过选育推广抗逆性好、节水节肥节药，品质佳，特色

专用，高产高效，适宜机械化，轻简化栽培的绿色新品种加快品种换代升级，成为种业科研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向。

E.农村土地流转加快，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业生产模式向适度规模化经营方

式转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农业服务业务作为乡村全面振兴中必不可少的推动力，获得了快速发展。与时俱进变

革创新经营模式，积极探索现代农业生产全程化服务新模式，将是种子企业未来发展方向。

②公司地位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企业、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国家玉米新品种技术研究推广

中心和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泰山学者岗位、山东省玉米育种与栽培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玉米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等多个具有行业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平台；公司先后获得国家星火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山东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等25项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在海南省和公司驻地建有稳定的育种基地，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和创新能

力。

2015年《中国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数报告》中，登海种业创造指数11.89%，位居全国农业企业第9位，国内种业企

业第1位。2016年公司获得“中国种业信用明星企业” 、“中国种业信用骨干企业” 荣誉称号；2016年9月，农业部双交会

全国玉米种业销售额评比登海种业排第一。2016年公司名誉董事长、农业科学家李登海先生被选为山东首批智库高端

人才首席专家。2017年8月，公司被山东省诚信建设促进会评为“诚信建设示范单位” 。2017年11月，公司被中国种子协

会评为“中国种子协会第六届（2017年6月－2022年5月）副会长单位” 。2017年11月，公司被中国种业知识产权联盟、中

国农业科技管理研究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委员会评为“2016年度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培育领域明星育种企业” 。

2017年5月，公司名誉董事长李登海荣获“全国争先创新奖” 。2017年11月，公司名誉董事长李登海被中国种业知识产

权联盟、中国农业科技管理研究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委员会评为“育种之星” 。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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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03,820,973.69 1,602,630,739.42 1,602,630,739.42 -49.84% 1,530,773,334.98 1,530,773,33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66,703,137.36 442,196,781.88 442,196,781.88 -62.30% 368,387,465.72 368,387,46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634,624.98 436,752,529.76 436,752,529.76 -63.91% 362,573,874.96 362,573,87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83,564,760.07 104,982,739.56 104,982,739.56 -274.85% 563,857,409.92 563,857,409.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94 0.5025 0.5025 -62.31% 0.4186 0.41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94 0.5025 0.5025 -62.31% 0.4186 0.41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8% 17.93% 17.93% -11.85% 17.35% 17.35%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5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445,988,733.36 4,467,482,657.22 4,467,482,657.22 -0.48% 4,297,577,393.59 4,297,577,39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805,358,142.54 2,687,935,005.18 2,687,935,005.18 4.37% 2,245,738,223.30 2,245,738,223.3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

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一一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

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要求按照修

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根据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自 2017�年1月1日起，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 项目重分类至

“其他收益” 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本年：营业外收入减少11,144,065.63元，其他收益增加

11,144,065.63元。

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终止经营净利润”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本年：持续经营净利润136,424,571.39元。

上年：持续经营净利润522,596,143.21元。

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 和“营业外支

出” 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本年： 营业外收入减少423,396.82元， 营业外支出减少

203,570.68元，资产处置收益增加219,826.14元。

上年：营业收入减少185,867.66元，营业外支出减少

213,952.88元，资产处置收益增加-28,085.22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2,972,337.35 247,415,546.38 43,263,019.30 310,170,07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150,069.07 76,217,134.13 -7,840,389.74 53,176,32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3,402,254.45 75,228,799.66 -9,710,723.76 48,714,294.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424,250.78 7,890,166.15 -72,217,161.72 19,186,486.2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44,5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8,53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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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州市农业科学

院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19% 468,108,155 质押 77,000,000

李登海 境内自然人 7.33% 64,512,765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2% 17,795,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新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50% 13,200,179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红

京东大数据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5% 10,100,775

莱州市高新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8% 8,601,265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红

优享红利沪港深

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3% 8,212,834

毛丽华 境内自然人 0.93% 8,183,809 6,137,857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安新

丝路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7,555,201

华夏基金－农业

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66% 5,792,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李登海为公司控股股东莱州市农业科学院的实际控制人，毛丽华为公司控股股东莱州市农业科学院的股东。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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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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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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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种业种植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种业、种植业务》的披露要求

（1）概述

在国家取消玉米临储政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国内玉米价格持续低迷，玉米种子

行业产能过剩，套牌假冒侵权及非法经营冲击种子市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下，公司坚持市场导向原则，

以创新求发展，积极推进科研、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地开展。本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382.10万元，比上年同比下

降49.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670.31万元，比上年同比下降62.30%。其中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

988.47万元，比上年同比下降37.90%；实现净利润19,706.23万元，比上年同比下降52.24%。

报告期，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①科研创新工作再创新佳绩，为公司规模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A.2017年公司在项目14个，新上项目5个，其中：省级项目4个，烟台市级项目1个。“高产玉米商业化育种与产业

化” 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B.公司已建成的6个国家级、2个省级研发平台、与科研院校共建的 5个创新平台和研发基地、联合国内33家单位

发起成立的玉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其他单位发起成立的4个产业联盟、公司牵头或参与发起成立的5个产业

联盟（其中国家级3个，省级2个）运行良好，为进一步提升科研育种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C.2017年公司品种绿色通道审定试验进展顺利。公司自主选育的18个玉米新品种通过国审，审定品种位居35个绿

色通道试验单位的首位，占比16%。玉米新品种登海652通过山东省审定、登海618、登海679、登海710、登海605完成引种

扩区工作，上述品种的审定和引种扩区，有利于公司拓展品种销售区域，增加销量。

D.2017年公司申请植物新品种权7项，6项获得授权。其中：登海56、登海516、登海687、H� 899、西星快菜30、西星秋

胜、西星秋帅7个品种申请品种权； DHN昌721、登海678、登海3737、西星五彩糯1号、西星红糯4号、登海哈1号6个新品

种获得授权。

E.登海618在新疆千亩丰产方亩产1,229.8公斤，创造了千亩连片籽粒直收全国玉米高产纪录。

②开展自控生产基地建设，强化质量控制，全面提升种子质量管理水平。

2017年，公司开展自控基地建设试点，积极探索生产基地制种新模式，即通过“公司加承包” 生产模式，由公司和

承包人共同参与当地土地流转，然后公司对承包人就制种产量等指标实行经济承包，以降低生产成本，从源头上保障

种子及亲本的安全。

通过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以不同时段工作量侧重为主线，及时掌握生产种子质量情况，为种子合理调运、加工包

装提供准确数据。完善加工厂例行巡检制度，对质检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及时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所有种子质量合格

率达到100%，各级种子监管部门市场抽检复检合格率100%。

2017年，公司制种量较上年下降21.95%。

③农艺服务再上新台阶

公司现已形成旗舰店、专卖店、主营店为主导，拥有近400家县级代理商和上千家零售商的营销网络体系。公司加

强农艺服务，不断开展品种晋级试验(PAT)，筛选出一批在全国不同区域表现良好，具有明显市场竞争力的玉米新品

种。针对市场需求的不同特点，进一步提升市场服务能力，延伸产品价值。关注农村土地流转进展状况，密切联系各市

场区域种粮大户及农民合作社，积极探索农资、金融产业一体化等新的营销服务模式，培植新的业务增长点。

2017年销售退回总额107,088,929.95元，此金额在预计退货范围内，涉及的品种主要为玉米种。

④拓展维权工作思路，创新维权方法。

固巩完善从基地生产源头到市场销售终端的全方位、全时段的打假维权体系，建立了以公司法务人员为主，社会

力量为辅的维权打假联合体，形成了反应迅速、跟踪到位、取证确凿、打击彻底的维权打假机制，社会上不法分子对登

海种业的侵权造假行为得到一定程度地遏制。

⑤新建、扩建及技改项目达到设计预期

登海高新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已完成投资2,529.31万元，工程进度达到84.31%；报告期内，新增投资2,761.94万元，用

于伊犁加工厂、伊犁宿舍楼及办公楼、丹东加工线改造、青铜峡加工厂等项目建设。伊犁加工厂项目工程进度达到

90.31%，青铜峡加工厂项目工程进度达到71.36%。丹东加工线改造项目报告期内已完工，并投入运营。

⑥产业改组整合速度不断加快

为进一步发挥区部优势，加快新品种的推广速度，提高科研育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广纳社会上科研育种、营销

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公司相继投资成立了登海圣丰、登海宇玉、登海中研、登海润农、登海鲁西4个控股子公司、1个孙公

司登海德瑞，并购莱州市鲁丰种业有限公司65%股权成立登海鲁丰。

公司转让黑龙江登海、辽宁登海、吉林登海、山西登海4个全资子公司的部分股权并增资，完成莱州登海西玉种业

有限公司和莱州登海西星种业有限公司2个全资子公司注销工作。公司资源及资产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地整合和优化。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种业、种植业务》的披露要求

（2）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①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根据国家农业供给则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积极应对种业发展变革的新趋势，依靠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玉米杂交种

产业，开拓小麦、水稻、蔬菜等农作物种子产业协同发展新局面，进一步提升登海种业规模化发展水平。

②2018年工作计划

2018年，公司将紧紧围绕“创新”这一主题，在科研育种、生产加工、营销管理等方面，计划重点做好如下工作：

A.加大科研投入，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育种新技术的研究和储备工作，根据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确定创新内容，推出一批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新品种。按照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总体思路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快国际间技术合作步伐，为

开拓国际市场打好基础。

B.加快产业化改革步伐

为保障亲本安全,降低制种成本,保证品种质量,全面推进自控生产基地建设，实行自控生产基地承包经营,推动公

司生产基地各项工作创出新成绩。加强公司种子销售推广工作的改革创新，全面提升销售推广能力，建设以母公司为

主体，子公司协同销售的总体格局，强化市场管理，努力提高公司品种市场占有率。

C.加快公司规模发展步伐

充分利用公司科研成果多的优势，推进对外合作，实现玉米种产业规模化扩张。认真研究小麦种、水稻种和其他

农作物方面的合作路径，开拓公司种子产业多元化发展道路。

D.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人力资源工作改革

强化公司管理团队建设，科学合理设定管理层岗位，造就一支以公司利益为重，敢担当能作为，有改革创新思路，

有领导和执行能力的干部队伍。

加强员工操作技能培训，培养一支有实干精神，有实际工作能力，有实际贡献的员工队伍。

E.抓好公司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推进登海种业研发中心（青岛）建设，力争在2018年底竣工。计划投资3,000万元，完善新疆、宁夏生产加工工艺。

（3）面临的风险因素及其应对措施

①新品种市场推广风险

新品种的不断涌现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由于多数新品种上市时间较短，其种植推广尚未经过一

个完整的大面积种植季节检验，大田表现如何有待进一步确定。

应对措施：做好新品种布局规划，因地制宜推广新品种；在加大营销力度的同时，集中力量做好种植技术指导和

病虫害防治等后续跟踪服务工作，实现良种良法配套。

②玉米产业政策调整风险

自2015年11月农业部出台《“镰刀弯” 地区玉米结构调整规划》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将玉米临储政策

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则强调继续调减非优势区域籽粒玉米面积。2018年国家继续调

减非优势区域籽粒玉米面积。国家及地方政府调减籽粒玉米面积的政策加快推进，已对包括东华北和黄淮海等优势

玉米产区在内的农户玉米种植积极性产生了明显影响，玉米种子市场呈现低迷态势。

应对措施：继续立足东华北、黄淮海等玉米核心产区，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突破性玉米品种；加强生产管理，确保种

子质量过硬；加大营销服务力度，强化配套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的服务与指导。

③制种风险

种子的生产对气候条件的敏感度较高，易受异常高（低）温、旱涝、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若在制种关键时期遭

遇上述自然灾害或重大病虫害，将直接影响种子的产量和质量。

应对措施：加速自主生产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制种区域，加强大田生产过程管理，提升制种技术水平，力

求将生产风险降到最低。

④管理风险

公司现拥有子分公司32个，其中合资公司23个、全资子公司3个，分公司6个，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结构日趋多

元化。 迫切需要公司在战略定位、科研生产、经营业务发展、内部控制、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尽快实现协同发展，加快

提升集团化管理水平。

应对措施：明确母子分公司各自战略定位，对公司科研、生产、营销、服务业务以及企业文化建设进行深入的研究

分析，找准协同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协同发展方案。同时，加强培训学习，提升管理团队的管理能力，提高公司整体管

理水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玉米种 747,975,359.62 313,282,688.13 41.88% -51.66% -62.42% -11.9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受国家取消玉米临储政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国内玉米价格低价位徘徊，玉

米种子库存居高不下，行业产能过剩，套牌假冒及非法经营种子冲击市场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玉米种子销量较上年

同期大幅下降，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东的净利润呈现不同程度下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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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

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一一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

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要求按照修

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根据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自 2017�年1月1日起，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

入” 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 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本年：营业外收入减少11,144,065.63元，其他收益增加11,144,065.63元。

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终止经营净利润” 。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本年：持续经营净利润136,424,571.39元。

上年：持续经营净利润522,596,143.21元。

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

入” 和“营业外支出” 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项

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本年：营业外收入减少423,396.82元，营业外支出减少203,570.68元，资产

处置收益增加219,826.14元。

上年：营业收入减少185,867.66元，营业外支出减少213,952.88元，资

产处置收益增加-28,085.22元。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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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本公司先后设立登海圣丰、登海宇玉、登海中研3家子公司，并购莱州市鲁丰种业成立子公司登海鲁丰,本

期将上述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2017年注销莱州登海西星种业有限公司、 莱州登海西玉种业有限公司2家子

公司。

（4）对2018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陶旭东

2018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41� � �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2018-013

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会议室(山东省莱州市城港路)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1日（星期五）上午9: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1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 10日下午15：00� 至2018年5月11日

下午15：00。

（四）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六）参加会议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七）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2日 （星期三）

（八）出席对象

1．截至2018年5月2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普通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1 《董事会工作报告》

2 《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 《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上述1－6议案已经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议案7、议案8已经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请见公司2018年4月20日

和2017年10月26日在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上述议案采用一般投票表决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第5、6两项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

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的结果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同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议案编码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 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四、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8年5月3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7：00

2．登记地点：山东省莱州市城港路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股东授权委

托书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由其法

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

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8年5月3日下午5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

事会秘书办公室），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人：原绍刚 鞠浩艳 王瀟

联系电话：0535-2788926� 0535-2788889

传真电话：0535-2788875

地址：山东省莱州市城港路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261448

（二）公司股东参加现场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041” ，投票简称为“登海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 5�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8年5� 月1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5

月1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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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致：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5月11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

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董事会工作报告》

2 《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 《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附注：

1、如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同意” 、“反对” 、“弃权” 都不打 “√” 视为弃权，“同意” 、

“反对” 、“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视为废票处理。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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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4月8日以传真、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2018年4月18日上午8：00在公司培训中心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通讯” 会议的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6人，通讯表决董事3人（王莉、李相杰、李旭

华）。独立董事王凤荣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李玉明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李小霞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委托董事王玉玲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参会董事审议和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总经理工作报告》，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工作报告》，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报告详见2018年4月20日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登载的《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本议案需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2018年4月20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2017年年

度报告摘要》，2018年4月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本议案需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报告详见2018年4月20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之审计报

告》。

本议案需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66,703,137.36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97,062,276.47。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97,062,276.49

元提取10%的盈余公积金19,706,227.65元，扣除2017年派发2016年度现金股利49,280,000.00元，再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716,655,083.53元，截至2017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844,731,132.37元。

公司拟定的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证监会令第57号）第

三条“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平均可分配利润的30%。” 并结合公司发展的实际

需要，公司以2017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88,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2元（含税），共计分配利

润45,760,000.00元。

本预案须经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依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的,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利润分配决策程序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该预案。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8年度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到期可以续聘，年度审

计费用为6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经核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担任公司审计机构以来，工作认

真负责，出具的各项报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我们同意公司继续聘任中天运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2017年度内部控制情况的自我评价报告》，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2018年4月20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经核查，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

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八、审议通过了《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2018年4月20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报

告》。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2018年4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2017年新修订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客观、公正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

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详见公司2018年4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2018年4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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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4月18日上午10：30，在公

司培训中心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4名。监事王寰邦先生未能出席会议，授权委托监事李洪玲女

士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洪玲主持召开，董事会秘书原绍刚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参会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2017年度内部控制情况的自我评价报告》，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审核意见：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

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审核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

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