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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5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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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1 月 30日，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10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

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书面回复，现就问询函关注问题及公司相关

回复说明如下： 

 

1、请你公司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公司发展阶段、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增长等方面详细说明该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和合规性，以及该方案是否与

公司业绩增长相匹配。 

回复： 

（1）行业特点及公司发展阶段 

①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 

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是公司重要业务板块，主要产品包括鱼饲料产品、虾饲

料产品和部分畜禽料产品以及鱼粉、鱼油、米油糠产品。根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信息中心统计数据，2014 年至 2016 年全国饲料工业总产值分别为 7,605 亿元、

7,810 亿元和 8,014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2.66%。同时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

2014 年至 2016 年度水产品产量分别为 6,450 万吨、6,690 万吨和 6,900 万吨，年

平均增长率 3.43%，得益于水产品产量的稳定增长，水产品饲料需求稳定。 

公司饲料产品经过多年市场考验，深受客户青睐，在中国饲料市场拥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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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和影响力，被中国饲料工业协会评为“中国饲料行业信得过产品”，同时

也是“广西名牌产品”、 “广西著名商标”。近几年，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

的产能不断扩大，产品的市场覆盖区域从广西扩展至广东、海南和山东，业务品

种日趋丰富，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及利润来源。随着产能的进一步释放，预计公

司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在未来几年的产销量还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②水产食品加工业务 

公司水产食品加工业务主要产品为冻罗非鱼片产品，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公

司已成为我国罗非鱼水产加工行业的领军企业，罗非鱼食品总产销规模位居全国

首位。公司业务涵盖了水产饲料、水产食品加工、水产研发、水产养殖以及水产

生物制品等，产业链完整。未来，公司水产食品加工业务将保持营业收入平稳增

长的态势。 

③教育文化业务 

2017 年公司收购了国内数字艺术教育龙头企业——北京火星时代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火星时代”）100%股权，切入创意文化教育板块。火星时代主

营业务为数字艺术职业教育，主要课程为 UI 设计及 Web 前端、游戏设计、影视

后期、室内设计、传统美术等专业。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7.53 亿人，较 2016 年底增加 5,734

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 2016 年 95.1%提升至 97.5%，手机上网

比例继续攀升。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2017-2022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市场前

景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2016 年度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为 5.28 万亿元，预

计 2018 年有望突破 8 万亿元，达到 8.42 万亿元。随着智能手机的推广和普及，

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保持稳定增长，相应的 UI 设计、Web 前端等人才需求

也将持续增加。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7 年中国移动游戏行业研究报告》，2016 年中国移

动游戏市场规模为 1,022.8 亿元，同比增长 81.9%。用户规模 5.21 亿人，同比增

长 14.5%。随着国人生活水平提高，对娱乐的需求提升，未来 3-5 年内网络游戏

市场还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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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09 年至 2017 年，全国电影总

票房由 62.06 亿元增长至 559.11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1.62%。根据中国产

业发展研究网研究数据，全国 2017 年影视剧市场规模约为 460 亿元，其中网络

端市场规模 258 亿元，电视端市场规模 198 亿元，海外市场规模 5 亿元，据测算，

未来影视剧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100 亿，是目前市场规模的 2.4 倍。影视行业市

场规模持续增长，相应的影视后期制作人才需求也将持续增加。 

根据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的数据，2016 年全国建筑装饰行业完成工程总产值

3.73 万亿元，比 2015 年增加了 3,400 亿元，增长幅度为 9.70%。根据《2016 年

政府工作报告》，到 2020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到达 60%左右，城镇化率增加带来

的住房需求将给住宅装饰行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预期未来室内设计行业也将

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 

火星时代作为数字艺术教育的龙头，有望充分受益数字创意产业的成长带来

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公司净利润的重要增长点，公司业务规模与盈利能力也将得

到显著增强。 

（2）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未审计） 2016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2,392,403,157.06 2,068,525,079.14 1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869,521.15 59,255,873.65 92.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8 0.34 73.58% 

公司 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92 亿元，同比增长 15.66%；实现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 亿元，同比增长 92.17%；基本每股收益为 0.58 元，同比

增长 73.58%。2017 年，得益于公司饲料项目产能的进一步释放及收购火星时代

项目的顺利完成，公司营业收入保持了稳步增长，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

幅度增加。 

根据 2017 年度业绩快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可供分配利润

为 4.47 亿元、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14.95 亿元；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1.44 亿元、

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15.04 亿元；公司未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充足，具备本次利润

分配的条件和能力。 

综上所述，实际控制人提议的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增长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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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有利于全体股东共同分享公司经营成果；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有利于扩大公司

股本规模，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前述方案具备合理性、合规性。 

 

2、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筹划过程、参与筹划人以及你公司在

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回复：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忠义先生提交的

《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及承诺》，当天收市

后，公司全体董事对该分配及转增预案进行了讨论。与会董事均书面同意公司孙

忠义先生提出的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并承诺在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及转增预案时投赞成票。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

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提

醒所有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公司于讨论当日披露了《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并将相关内幕知

情人信息报备深交所。 

 

3、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推出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前三个月投资者调研的情况，

以及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你公司是否存在向特定投资者泄露相关未公开信息

的情形。 

回复： 

本次分配预案披露前三个月内，公司未邀请投资者进行公开的调研；公司亦

未在任何公开或非公开场合向任何特定投资者泄露相关未公开信息。公司在信息

披露方面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4、请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7.7.18

条的要求及时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在分配方案公告前一个月内买卖

公司股票的自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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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经自查及中登公司的查询结果显示，2018 年 1 月 9 日、1 月 10 日公司控股

股东一致行动人孙宇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欧顺明、王玲、易泽喜、杨思华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将原通过资管计划间接持有的 240 万股公

司股份变更为直接持有，其实际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及持股比例并未发生变动。 

除前述情形外，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在《关于 2017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披露前 1 个月内（2017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 月 29 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5、你公司认为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忠义先生提出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是基于公司稳健的经营能力、良好的财务状况及公司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充分

考虑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更好地回报股东，且目前公司股本规模相对较小，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有利于扩大公司股本规模，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符合公司

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的

经营情况和整体财务状况等因素前提下提出，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2017-2019）》等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预

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