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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8                             证券简称：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2019-031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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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长宗文峰先生、总经理叶少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振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金英女士声明：

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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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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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水渔业 股票代码 00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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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丽丹 赖以文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 31 号中水大厦 613 室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 31 号中水大厦 613 室 

电话 （010）88067210 （010）88067461 

电子信箱 dmb@cofc.com.cn dmb@cofc.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8,966,441.79 286,787,787.62 -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348,636.15 -2,659,197.7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5,210,408.20 -26,178,350.0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329,491.61 -53,661,038.2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20 -0.008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20 -0.008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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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1% -0.39%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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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563,397.30 1,046,175,872.60 -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5,865,533.73 741,146,487.92 -6.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4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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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6% 81,003,133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36% 65,032,900    

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46% 43,009,71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其他 1.72% 5,500,000    

杜晚春 境内自然人 1.42% 4,535,336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4,123,426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3,533,775    

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2,873,600    

胡光剑 境内自然人 0.83% 2,652,706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2,378,3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为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易诊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胡光剑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2,331,106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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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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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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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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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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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概述 

     公司属农业类海洋渔业生产企业，主营业务是远洋水产品的捕捞、储运、销售和进出口等。2019年上半年，在董事会的

领导下，公司生产经营总体保持稳定、公司专业人才队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综合面貌发生明显改变，公司上下全体人员对

未来的发展信心不断增强。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落实“捕捞为基、构筑平台、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方针，积极采

取措施响应国家对于远洋渔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渔业供给侧改革的总要求，在2018年底剥离鱿鱼钓业务后，公司业务结构

得到调整优化、发展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成为一家专业化的金枪鱼延绳钓公司，继续巩固了公司在金枪鱼延绳钓领域的国

内领先地位。 

     2019年1-6月，公司共捕捞金枪鱼7,185吨，比上年同期金枪鱼产量7,220吨，基本持平，本期无鱿鱼产量。实现捕捞收入

20,743万元，同比去年22,422万元降低7.48%；实现营业总收入27,897万元,同比上年同期28,679万元降低2.73%；实现利润总

额-4,678万元，比上年同期-388万元减少4,290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535万元，同比上年同期-266万元

减少4,269万元。公司2019年1-6月利润同比大幅降低的主要原因：一是上年同期确认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业绩补

偿收益；二是公司联营企业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期亏损增加导致公司确认的投资损失增加；三是超低温金枪鱼市场

低迷，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对经营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为实现公司成为世界一流远洋渔业企业的战略目标，公司近年来稳步有序地推进淘汰部分船龄长、能耗高、效率低的老

旧渔船，新造现代化金枪鱼延绳钓船。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新船建造及旧船大修改造的力度，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目前在建金枪鱼延绳钓船5艘，升级改造金枪鱼延绳钓船6艘。 

     公司于2018年启动了瓦努阿图综合渔业基地项目，在2019年上半年，该项目实现了全面开工建设。该项目的实施是“深

耕南太战略”的具体举措，将大大增强公司在南太地区的影响力，巩固公司在南太地区的传统优势，并将推动公司南太金枪

鱼业务的转型升级，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发展质量。 

2.主营业务分析 

参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一、概述”相关内容。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78,966,441.79 286,787,787.62 -2.73%  

营业成本 259,543,839.35 261,557,292.80 -0.77%  

销售费用 15,689,930.71 14,431,992.52 8.72%  

管理费用 26,446,990.93 31,209,237.03 -15.26%  

财务费用 1,160,476.01 2,322,891.22 -50.04% 主要是汇率变动导致汇兑损失减少 

所得税费用 10,972.80  不适用  

研发投入 188,852.02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29,491.61 -53,661,038.27 不适用 主要是支付给职工薪酬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884,439.06 89,425,537.00 -43.10% 主要是本期收回到期理财产品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25,785.89 -23,761,647.48 不适用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067,387.60 11,885,791.48 -159.46% 
主要是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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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捕捞收入 207,432,973.43 190,960,972.40 7.94% -7.49% -3.78% -3.55% 

零售贸易收入 69,610,611.54 68,070,258.04 2.21% 17.13% 17.01% 0.10% 

分产品 

金枪鱼 183,397,733.19 170,441,103.82 7.06% 1.81% 7.14% -4.62% 

鱿鱼 68,323,545.28 66,707,979.55 2.36% -9.51% -6.04% -3.62% 

秋刀鱼 23,691,298.04 20,432,905.08 13.75% 96.14% 114.88% -7.53% 

其他 1,631,008.46 1,449,241.99 11.14% -89.02% -89.34% 2.65% 

分地区 

国内 172,236,365.87 162,909,574.29 5.42% -12.85% -10.00% -2.99% 

国外 104,807,219.10 96,121,656.15 8.29% 20.01% 22.16% -1.61% 

3.非主营业务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金额 占利润总额比例 形成原因说明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投资收益 -24,009,726.15 51.32%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否 

资产减值 36,285.59 -0.08% 应收款项及存货计提减值 否 

营业外收入 1,711,164.13 -3.66% 主要是收到保险赔款 否 

营业外支出 894,007.10 -1.91% 主要是赔款支出 否 

4.资产及负债状况 

（1）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末 比重 

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货币资金 132,443,706.82 13.93% 168,052,984.50 17.77% -3.84% 无重大变动 

应收账款 28,891,381.97 3.04% 26,549,656.97 2.81% 0.23% 无重大变动 

存货 161,150,589.51 16.95% 188,368,356.39 19.92% -2.97% 无重大变动 

投资性房地产 41,856,927.03 4.40% 40,236,940.93 4.25% 0.15% 无重大变动 

长期股权投资 191,073,242.86 20.10% 110,607,892.88 11.69% 8.41% 2018年末新增联营企业中国农业发展集团舟

山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所致 

固定资产 286,436,181.40 30.13% 314,798,019.17 33.28% -3.15% 6艘金枪鱼钓船大修改造转入在建工程所致 

在建工程 37,391,337.74 3.93% 36,471,153.26 3.86% 0.07% 无重大变动 

长期借款 15,255,586.98 1.60% 14,239,866.25 1.51% 0.09% 无重大变动 

（2）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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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报告期末的资产权利受限情况 

项 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110,465.03 为斐济代表处保税区保证金 

投资性房地产 41,856,927.03 中水北美公司仓库借款抵押 

合计 41,967,392.06   

5.投资状况分析 

（1）总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投资额（元） 上年同期投资额（元） 变动幅度 

0.00 9,676,513.00 -100.00% 

（2）报告期内获取的重大的股权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内正在进行的重大的非股权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金融资产投资 

①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②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6.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1）出售重大资产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出售重大资产。 

（2）出售重大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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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中瓦渔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鱼货加工、捕捞 103,009,042.86 107,626,870.38 107,626,549.63  -2,454,435.95 -2,454,435.95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说明 

8.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9.对2019年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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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1)可能遇到的风险  

①渔业资源波动风险 

该风险是我公司主业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渔业资源经常会有上下波动的情况发生，而且有时上下波动幅度较大，资源

下降幅度越大，对公司的效益影响就越大。从上半年捕捞生产情况看，与去年同期相比，超低温金枪鱼资源变化不大，但低

温金枪鱼项目所处区域资源下降幅度较大。  

② 销售价格变动风险 

由于近两年世界养殖金枪鱼数量增长较快，加上日本国内金枪鱼消费市场疲软，导致对超低温金枪鱼的需求量降低，市

场库存大量增加，2019年上半年超低温金枪鱼销售市场行情下行明显。 

③人力资源风险 

随着近来国内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远洋渔业行业对国内优质劳动力的吸引力不断下降，尤其是近几年来，投产

渔船数量的增加，船员特别是优秀职务船员紧缺局面仍会持续下去，且流动性明显加大，就职稳定性差，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带来一定影响。 

④ 贸易风险 

进入2019年后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影响了我司原拟开展的自华输美贸易业务，公司贸易业务销量、销售额也相应

受到不利影响。公司现有的水产品贸易业务规模在不断稳步扩大，但仍然需要严控存货和应收账款等方面的风险。 

⑤ 政策风险 

2019年以来，项目所在国政府税务、海关、外汇监管等部门针对外国渔业企业提高收费标准，加大稽查力度，移民政策

持续收紧，导致陆上人员工作证办理难度空前加大，给项目日常管理带来了困难。 

（2）拟采取的措施 

① 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利用远洋渔业领域国际先进科研成果，探索科学作业、提高船队捕捞产量的新方法。 

②延展产业链条，缓和资源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在严控贸易风险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公司水产品自营贸易规模；加快

建设渔业基地，不断完善产业链条，丰富业务结构，以应对渔业资源下降的风险。 

③注重品牌建设，提高产品附加值。继续维护和加大国内市场开发，通过研制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加工产品、注册和维护

产品商标等方式，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市场，进一步加大营销力度，加强市场调研，力求做到精准销售。 

④ 改革船员聘用机制，加大生产经营科学考核力度，激励与约束并行，激发一线生产活力，吸引优秀职务船员，加大

国际船员聘用数量，降低劳务成本；进行企业内部薪酬制度改革，鼓励优秀管理人才向一线流动。 

⑤ 努力做好捕捞主业，稳产量提售价，把资源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继续开展降本增效，努力实现增收节支；

同时利用上市公司平台，继续推进远洋渔业项目并购重组。 

（二）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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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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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如下：  

①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②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将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研发费用”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该项目应根据“投资收益”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号填列。  

③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④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

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

发生额分析填列。 

（2）.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①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即企业应按照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的分类依据，将金融资产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减少金融资产类别，提高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

处理的一致性。 

②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

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③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④在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等方面做了调整和完善，金融工具披露要求也相应调整。 

⑤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期初数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

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

目；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5,457,378.9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5,457,378.93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4,587,745.4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587,745.41  

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权益工具投

资重分类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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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宗文峰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3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二）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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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