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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 

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下发的《全国中小企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

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丰种业”或“公司”）就其股份进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事宜已经召开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并通过了相

关决议。华丰种业就其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事宜向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我公司”）提交了申请。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

务规定》（以下简称“业务规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

查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调查工作指引”），我公司对华丰种业的财务状

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等事项进行了尽职调查，对华丰种业本次申

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东吴证券推荐华丰种业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项目小组

（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对华丰种业进行了尽职调

查，了解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独立性、关联交易、同业竞争、

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财务状况、发展前景、重大事项等。 

项目小组与华丰种业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部分董事、监事、

中层干部进行了交谈；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

录、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薄、审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年度检

验文件、纳税凭证等；了解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

计划，并与负责项目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进行了交流。通过上述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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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小组完成了尽职调查报告，对华丰种业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

合法合规等事项发表了意见。 

二、内核意见 

我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推荐华丰种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项目的内核会议。参与项目审核工作的内核会议成员有刘立乾、苏北、陆圣江、沈

彦杰、庄广堂、尤剑、章龙平等七人，其中注册会计师 1 名、律师 1 名，行业专家 1

名。上述内核会议成员不存在近三年内有违法、违规记录的情形；不存在担任项目小

组成员的情形或在该公司中任职以及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参会

内核会议成员对备案文件进行了认真核查。 

因审核加期，我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召开了推荐华丰种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项目的二次内核会议（审核加期），参与项目审核工作的内核会议成

员有马军征、刘立乾、包勇恩、沈彦杰、周蕾蕾、许焰、石平等七人，其中注册会计

师 1 名、律师 1 名，行业专家 1 名。上述内核会议成员不存在近三年内有违法、违规

记录的情形；不存在担任项目小组成员的情形或在该公司中任职以及存在其他可能影

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参会内核会议成员对二次反馈阶段的整套申报备案文件的

更新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内核工作制度》（以下简称“内核制度”）对内核审核的要求，参

会内核会议成员经过讨论，对华丰种业本次申请挂牌转让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一）项目小组已按照《关于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务指引的通

知》的要求对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公司已按《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1 号——信息披露》、《关于发布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务规定和细则的通知》附件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及《关于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务指

引的通知》附件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

行）》的要求，制作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挂牌前拟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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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三）公司前身为江苏大丰华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2016 年 07 月 08 日，经有限公司召开的股东会决议通过，公

司以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后为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数 36,000,000 股，净资产与股本总额

之间的差额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在江苏省盐城工商行政

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整体变更过程中，公

司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未根据评估调账。华丰种业整体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存续期间可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公司依法设立，存续已满两年。 

（四）公司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为代繁育品种销售、农产品的销售及绿化工程。根

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6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42,946,576.15

元、61,836,060.28 元和 9,913,569.33 元，净利润分别为 1,996,784.67 元、5,798,142.91

元和-2,131,452.66 元。公司 2018 年 1-6 月亏损主要是季节性因素。公司的业务明确，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五）公司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规范，运作得

到有效地执行。同时，华丰种业还制订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基本得到有效

地执行。公司治理结构较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六）公司自成立以来，历次注册资本变更均履行了相关的法律程序，并经工商

管理部门登记确认。华丰种业股权明晰，股份的发行与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华丰种业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所规

定的挂牌条件，两次内核会议七位参会内核会议成员投票表决，均一致同意推荐华丰

种业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 

三、第三方服务聘请情况 

（一）主办券商有偿聘请第三方等相关行为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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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作为本次推荐挂牌的主办券商，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行

为。 

（二）拟挂牌公司（服务对象）有偿聘请第三方等相关行为的核查 

东吴证券作为本次推荐挂牌的主办券商对华丰种业有偿聘请第三方等相关行为

进行了核查。经核查，华丰种业在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项目

除依法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之外，不存在

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的行为。 

四、推荐意见 

根据《业务规则》的要求，我公司项目小组依据《调查工作指引》对华丰种业进

行了尽职调查，内核小组依据《推荐业务规定》和《内核制度》进行了内部审核，召

开了内核会议。经我公司内核会议审议通过，认为华丰种业符合《业务规则》所规定

的挂牌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二）公司近两年主营业务为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种子的研发及代繁育，水稻、

大小麦和大米等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及贸易业务以及盐碱地土壤改良和绿化工

程服务。从营业收入的构成来看，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公司 2016 年

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6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95%左右，主营

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三）公司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基本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规范，

运作得到有效地执行。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四）公司自成立以来，历次注册资本变更、股权转让均履行了相关的法律程序，

并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确认。华丰种业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与主办券商东吴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协议约定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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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负责推荐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及对公司的持续督导。 

五、推荐理由 

根据东吴证券项目小组对华丰种业的尽职调查情况以及内核会议的审核意见，东

吴证券同意向全国中小企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推荐华丰种业的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推荐理由如下： 

2012年12月华丰种业设立后，主要从事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种子的研发及代繁育，

水稻、大小麦等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及贸易业务。2015年末，依托所处的地理

区位优势，设立以来积累的丰富的盐碱地土壤改良经验以及公司所掌握的“一种盐碱

地土壤改良方法”专利技术，公司的主营业务增加了园林绿化工程服务。鉴于华丰种

业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挂牌条件，东吴证券特推荐华丰种业股票在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一）公司概况 

公司主要从事水稻、小麦农作物种子的研发及代繁育，水稻、小麦和大米等农作

物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及贸易业务以及盐碱地土壤改良及相关土地的绿化工程服

务。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 1-6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为水稻、小麦农作物

种子的研发及代繁育，水稻、小麦和大米等农作物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及贸易业

务以及盐碱地土壤改良及相关土地的绿化工程服务。其中，各期的主营业务收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为 97.68%、97.88%和 94.72%。 

（二）行业分类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农、林、牧、渔

业（A）之农业（A01）之谷物种植（A011）。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2012 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所属行业为农、林、牧、渔业（A）之农业（A01）。

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所属行业为农、林、牧、渔业（A）之农业（A01）

之谷物种植（A011）。根据《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所属行业为日常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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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之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1410）之食品（141111）之农产品（14111110）。 

六、提请投资者关注重大风险及重大事项 

（一）种子研发的风险 

培育新品种成果是种子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但品种培育

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不确定性高。一般而言。新品种的培育需要 5-8 年的研发

周期，研发成功的难度较高，研发成功并获得国家或省级的农业部审定通过的品种，

未来进入市场其商业推广价值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能否育种成功，并培育出具有较

高市场价值的品种存在一定的风险。 

（二）自然灾害风险 

农业科研及生产直接受到气候条件诸如洪、涝、冰雹、台风及病虫害的影响。公

司的种子研发工作及农作物的生产大部分环节在公司租赁的露天基地进行，如公司在

种子研发或农作物生产环节遭遇突发自然灾害，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三）收入季节性波动风险 

农作物种植和销售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公司所处地区适合水稻和小麦更替种

植，每年的初夏和秋季是收获小麦和水稻的季节，公司对外销售实现收入的金额较高。

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的种植规律，公司上半年收入规模较小，营业收入主要集中于下半

年，公司日常经营成本发生相对均衡。因此公司经营业绩存在季节性波动风险。 

（四）税收优惠正常变化影响公司业绩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

所得税。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农业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如国家相关税收政策

调整，公司未能继续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公司的实际税负将可能增加，经

营业绩将受到一定影响，从而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五）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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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分别为199.68万元、579.81万元和-213.15万元，非经常性

损益分别为272.86万元、309.25万元和91.52万元，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分别

为136.65%、53.34%和-42.94%，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包括各类政府补助以及农业种植保险赔偿。根

据《江苏大丰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给予江苏大丰华丰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研发

用地租金补助的批复》（大港管[2013]15号），考虑到公司在农业设施建设和种子研

发初期投入较大，为支持公司发展，自2013年起至公司自主研发的种子形成销售当年

止，江苏大丰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公司租用海港控股的农业用地的租金支出予

以补助。虽然公司的业绩受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较大，但其对公司持续经营具有积极

影响，其中土地租金补贴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保险赔偿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自然灾

害带来的损失。 

（六）关联销售占比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销售金额分别为1,490.61万元、248.84万元和56.90万元，

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35.53%、4.11%和6.06%，2016年度关联销售占比较高，

但2017年度及2018年1-6月大幅下降。 

关联销售主要由于公司绿化工程业务覆盖区域主要以大丰港港区为主，不可避免

地与集团内其他企业产生合作关系。未来公司将逐步扩大种子繁育及销售的规模，公

司绿化工程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以及来源于关联方的收入占比将逐步降低。 

（七）控股股东控制不当的风险 

本次挂牌后，江苏大丰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30,000,0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83.33%，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在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日常经营管理上

存在对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可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尽管公司

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健全的规章制度，但如果控股股东对公司施

加影响并做出不利于公司中小股东的决策，仍存在控股股东控制不当的风险。 

（八）同业竞争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大丰海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盐城港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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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大丰和顺晟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三家企业从事大豆、豆粕农产品进口贸易。该三

家企业实际经营的产品、粮食供应商渠道、主要销售客户等存在明显不同，与公司不

存在同业竞争。但是该三家企业的经营范围“农产品（除非包装种子）销售”与公司

经营范围存在部分重合，仍存在与公司从事相同农产品贸易的风险。 

为此，公司控股股东海港控股对集团内部企业的业务范围做出统一安排。2015

年 1 月 22 日，海港控股召集经营班子全体成员和下属子公司主要负责人，就整合优

势资源、优化经营范围进行了专题会办，并形成了《关于整合资源、优化经营范围的

会议纪要》。根据该会议纪要的规定：集团内部涉及水稻、大麦、小麦购销的农产品

贸易统一由华丰种业承接。同时海港控股、海融国际、港晟国际、和顺晟达均做出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进一步降低该风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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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推荐报告》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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