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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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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分配不转增。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 昌鱼 600275 武昌鱼、*ST 昌鱼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土庆（代） 高土庆（代） 

电话 0711-5115556 010-84094197 0711-5115556 010-84094197 

办公地址 湖北省鄂州市洋澜路中段东侧 

第三幢第四层 

湖北省鄂州市洋澜路中段东侧 

第三幢第四层 

电子信箱 wuchangyu@263.net wuchangyu@263.net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30,207,886.63 239,192,346.73 -3.7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1,761,809.29 151,521,123.82 -6.440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69,975.55 -17,482,214.16 -77.86 

营业收入 8,829,861.39 1,708,071.06 41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759,314.53 -10,462,36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188,385.39 -16,902,514.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6552 -7.36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92 -0.02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92 -0.020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8,97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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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77 105,671,418 0 冻结 105,671,418 

宜昌市长金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10.00 50,883,863 0 未知   

武汉联富达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86 24,729,540 0 未知   

冯雪 境内自

然人 

0.77 3,938,500 0 未知   

刘艳婷 境内自

然人 

0.56 2,872,800 0 未知   

李冰清 境内自

然人 

0.47 2,400,000 0 未知   

李朝晖 境内自

然人 

0.46 2,323,400 0 未知   

黄卫波 境内自

然人 

0.44 2,248,165 0 未知   

鄂州市建设投资公司 国有法 0.39 2,000,000 0 未知   



人 

王永海 境内自

然人 

0.35 1,804,454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流通股东中，公司于 2019年 7月收到长金投

资与联富达、李冰清等解除一致行动的通知（详见公司

2019年 7月 5日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联富达、

李冰清之间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优先股股东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报告期内，公司面

对国内外变革激增的经济形势，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紧紧围

绕董事会制定的战略方针和工作计划，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中心，立足增强内生动力、扩大外

延发展的经营理念，全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1、坚持以水资源综合利用为引导，发展水产绿色生态养殖。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落实经国务

院批准，农业农村部等 10 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并

按照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印发的《2019年全省水产工作要点》等文件的指示要求，积极推动

水产绿色生态养殖。针对国家农业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城镇居民对水产品需求逐年增加的基本情

况,自 2016年起，公司有选择的逐步对租赁期满的自有水面进行收回,变租赁为自主养殖经营。今

后，公司将不断强化对自营水面的管理，积极落实环保要求，创新经营模式，带动主营业务收入

增加。未来，公司将继续响应政府号召，紧紧围绕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湖北“一芯两带

三区”战略布局以及鄂州“三城一化”的城市定位来谋划企业的自身发展，以“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为理念引导，加强湖泊生态治理及综合利用；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着力点，努力

提升经营质量、促进传统农业“接二连三”；以创新创业为动力，打造新模式新业态新形象。 

2、收回饲料厂实现自主经营。为了提高公司资产的有效管理，2018 年收回前期对外承包经



营的饲料厂开始自营，饲料厂的主营业务为鱼用饲料、畜禽饲料的生产和销售，采取生产、销售

一条龙的经营模式，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00万元，2019年度公司

将进一步加强精细化管理，不断改善营销环境，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3、适应新环境，探索新业务，推动企业向“平台化、科技化、商业化”转型。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公司作为传统农业企业深感压力与趋势。为了与时偕行、自

我革弊，公司依托上市公司平台及武昌鱼的品牌优势，通过与生产企业及农户开展合作，正在探

索建立一个符合新消费和新零售特点的优质农产品销售平台，相关发展计正在实施。经过 2018

年的努力，蟹、虾、果等产品积累了一定的市场资源。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尝试研发丰富产品线，

开展深加工产品（如醉蟹、香辣蟹及小龙虾熟食系列产品等）的销售，并探讨利用现有水面资源，

通过自营及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开展大闸蟹养殖及小龙虾养殖的新业务，2019 年销售工作已经展

开。坚果类产品通过梳理业务流程，巩固上下游产销渠道，累积了产品资源，公司计划进一步加

强同坚果农户合作，提高产值，增加业务量。此外，公司正在积极同其他特色农产品企业洽谈合

作，通过在北京等市场的渠道资源将产品铺设到流通渠道中，丰富产品类型，增进效益。 

4、努力提升管理水平，促进公司规范健康发展。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及省市领导关于坚决打好

防范化解资本市场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指示精神，以及顺应强监管的形势和要求，努力提升上市公

司质量，报告期内，公司针对目前生产经营面临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梳理，系统全面地查找自身优

势潜力，明晰劣势不足，制定了相应的计划。下一步，公司将继续按照坚守“四个敬畏”和守住

“四条底线”的监管要求，加强合规与风控管理，强化落实降本增效工作目标，顺应行业政策和

市场变化趋势，做好组织及运营机制的调整，优化治理结构，提升内控管理水平，促进公司长远

安全发展。 

5、积极寻求合作共赢，彻底解决经营困境。近年来，监管层持续深化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

于近期公布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修订搞，并陆续出台了包括定向发行可转债、

简化预案披露要求、“小额快速”审核机制、拓宽募集资金用途等在内的一系列新举措。随着这些

制度红利的逐步释放，并购重组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提升。公司将努力把握市场机遇，坚持“符合

产业逻辑、回归实体本源、契合国家战略”的基本原则推进相关工作，切实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和

持续经营能力稳步提升，使上市公司真正成为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资本形成机制的重要载体，成

为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化器”，为资本服务实体经济贡献力量。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829,861.39元，比上年同期的 1,708,071.06元增加 416.95%；

实现利润总额-9,634,262.61 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759,314.53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188,385.39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