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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宗文峰、总经理叶少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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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英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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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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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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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855,532.65 1,046,175,872.60 -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52,299,305.52 741,146,487.92 1.5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7,280,519.45 17.06% 446,246,961.24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7,779,276.17 -8.31% 12,430,640.02 -7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2,568,130.67 -28.44% 7,357,722.47 -84.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4,390,028.22 890.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09 -8.31% 0.0389 -7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09 -8.31% 0.0389 -79.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8% -0.80% 1.66% -6.7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3,142.2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9,860.82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1,085,664.75 僵尸企业处置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5,230,182.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9,105.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6,291.42  

合计 5,072,91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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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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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 2,56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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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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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81,003,133 人民币普通股 81,003,133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 65,032,9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32,900 

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43,009,713 人民币普通股 43,009,71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 

杜晚春 4,535,336 人民币普通股 4,535,336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123,426 人民币普通股 4,123,426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533,775 人民币普通股 3,533,775 

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87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3,600 

胡光剑 2,561,206 人民币普通股 2,561,206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78,391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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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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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806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证券公司约定购回

账户名称 

客户证券账户名

称 

报告期初所涉股份 报告期内所涉股份 截止报告期末所涉股份 

数量 持股比例 数量 持股比例 数量 持股比例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陈金锋 5,500,000 1.72% 5,500,000 1.72% 5,500,000 1.7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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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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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预付款项 8,382,657.68 920,225.72 7,462,431.96 810.93% 

其他应收款 22,296,114.03 11,618,393.71 10,677,720.32 91.90% 

其他流动资产 54,066,396.20 99,047,054.00 -44,980,657.80 -45.41% 

在建工程 35,162,198.13 968,173.00 34,194,025.13 3531.81% 

预收账款 8,102,878.47 2,823,161.31 5,279,717.16 187.01% 

应付职工薪酬 24,180,938.25 52,596,394.55 -28,415,456.30 -54.03% 

递延收益 26,781,465.69 13,518,324.27 13,263,141.42 98.11% 

利润表项目 本年1-9月累计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财务费用 -2,475,682.81 -5,086,592.04 2,610,909.23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766,197.88 -5,750,239.31 9,516,437.19 不适用 

投资收益 -24,467,559.79 -6,774,939.13 -17,692,620.66 不适用 

其他收益 64,598,958.58 81,844,745.93 -17,245,787.35 -21.0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2,000,000.00 -22,000,000.00 -100% 

现金流量项目 本年1-9月累计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90,028.22 4,481,839.13 39,908,189.09 890.4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05,215.05 102,120,121.74 -113,225,336.79 -110.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10,456.31 -22,769,610.66 -4,140,845.65 不适用 

说明：     

1.预付账款比年初增加746万元，增长810.93%，主要是预付贸易鱼货采购款及船舶修理款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1,068万元，增长91.90%，主要是押金增加所致； 

3.在建工程比年初增加3,419万元，主要是本期造船及瓦努阿图综合渔业基地建设所致； 

4.预收账款比年初增加528万元，增长187.01%，主要是预收贸易鱼货销售款增加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2,842万元，降低54.03%，主要是本期支付年初计提的船员工资及职工奖金等所致； 

6.递延收益比年初增加1,326万元，增长98.11%，主要是本年收到船舶报废拆解补助资金所致； 

7.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261万元，主要是汇率变动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同比增加952万元，主要是汇率变动以及已计提减值损失转回所致。 

9.投资收益同比减少1,769万元，主要是联营企业本期亏损增加导致确认投资亏损增加所致； 

10.其他收益同比减少1,725万元，主要是本期收到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船型标准化补助资金减少所致； 

11.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2,200万元，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将应支付给张福赐的2,200万元的交易价款作为2015年度业绩补偿

的收回，并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2,200万元所致； 

12.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3,991万元，主要是本期销售收到的现金增加以及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减少所致；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323万元，主要是本期在建工程支付的现金增加以及本期结构性存款及银

行理财同比减少所致； 

1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降低414万元，主要是本期偿还集团借款利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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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8月19日，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资金7,786.21万元，其中第三季度计入其他收益的船型标准化政府补贴资金为6,318

万元，导致公司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半年实现扭亏转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船舶大修改造 2019 年 02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001 

会计政策变更 2019 年 03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011 

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 2019 年 03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014 

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2019 年 05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021 

签署《资产收购意向协议书》 2019 年 06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022 

收到政府补助 2019 年 08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026 

会计政策变更 2019 年 08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030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

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1）

张福

赐 

交易

对手

方承

诺 

公司在 2014 年通过现金收购张福赐所持厦门新阳洲

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阳洲"）55%股权

的重组中，新阳洲尚未完成部份土地征收及房产产权

完善手续。交易对手方张福赐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

出具承诺：承诺将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以前协调有关

部门办妥相关土地、房产的产权证书。 

2014

年 12

月 12

日 

2015

年 6月

30 日 

至本报告截止日，上述土地征收及房

产产权完善手续仍未完成，交易对手

方张福赐的该项承诺未按期履行。 

（2）

张福

赐 

交易

对手

方承

诺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约定，张福赐承诺：在新阳洲现有所得税税收政策

不变的情况下，新阳洲自 2014 年起四个会计年度（具

体指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的净利

润数不低于如下预测数：2014 年：3,937 万元，2015

年：4,324 万元，2016 年：4,555 万元，2017 年：4,707

万元。其中，"实际盈利数"是指本次交易后新阳洲在

业绩承诺期内实际的年度净利润，该年度净利润以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上述年度实

际盈利数的计算方法以中国现行有效的会计准则为

基础，并以中水渔业聘请的具有相应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结果计算确定。除非中水渔业同

意，新阳洲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不得变更。根据《股

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在新阳洲利润补偿期间的任何

一年，新阳洲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所约定的当年承

2014

年 12

月 12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新阳洲 2014 年度未能实现承诺业

绩，需要补偿的利润为 439 万元， 

2015 年 12 月 2 日，张福赐将其持有

的新阳洲 2%股权无偿转让给我公司

以弥补 2014 年承诺业绩。2、新阳洲

2015 年度实现利润 -25,664 万元，未

能实现承诺业绩，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张福赐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的

约定进行补偿，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

申请书》，2018 年 2 月 26 日，公司收

到《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张福赐

以现金方式支付 2015 年度业绩补偿

款并承担仲裁费用和担保责任等（详

见公司 2018-006 号公告）。3、新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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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净利润的，张福赐应在每年 6 月 30 日前，将不足

部分以现金方式或以现持有新阳洲的股权补偿。 

2016 年度实现利润-1,440 万元，未能

实现承诺业绩。至 2017年 12月 31日，

本公司未收到张福赐 2016 年度业绩

承诺差额的补偿款。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

裁申请书》，目前正在受理过程中。4、

新阳洲 2017 年度实现利润-757 万元，

未能实现承诺业绩。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张福赐未按《股权转让协议》

的约定进行补偿。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中国

农业

发展

集团

有限

公司 

控股

股东

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农发集团"）在《关于进一步避免与中水集团远

洋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函》中承诺：一、

中水渔业是中国农发集团发展战略确定的集团远洋

渔业主业发展和整合的平台，是远洋渔业板块发展规

划实施的主体。中国农发集团按照"一企一策、成熟

一家、推进一家"的原则，持续推进远洋渔业重组整

合，将经营业绩良好、符合上市条件的资产注入中水

渔业；二、中国农发集团从事或者涉及远洋渔业的企

业划分为 4 家：中水渔业，中渔环球（包含中水公司

符合上市条件的资产）、中水公司（持有中渔环球

100%股权及除中渔环球之外的保留资产）、中国水产

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三、拟注入资产原则上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不低

于 10%。 

2016

年 03

月 23

日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农发集团已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重新做出了《关于避免与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

相关解决方案》的承诺，并于 5 月 20

日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上批准了

此承诺事项。2017 年，中国农发集团

将其子公司中渔环球公司盈利状况良

好的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船项目整合

进入中水渔业，初步兑现承诺事项。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

期未履行

完毕的，

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

划 

上述承诺事项中，未完成承诺的事项如下：一、交易对手方张福赐关于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以前完善新阳洲部

分相关土地、房产的产权证书的承诺未完成。2017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收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法院受理新阳洲破产清算申请。新阳洲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被破产管理人接管。公司将根据破产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二、交易对手方张福赐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均未完成，其主要原因是

交易对手方张福赐在公司收购前涉嫌犯有合同欺诈罪、挪用资金罪，导致新阳洲公司现金流量严重不足，生产经营

基本停滞以致完全停产，新阳洲公司已经无法持续经营。2016 年 11 月 7 日新阳洲公司被申请破产。2017 年 1 月 10

日，新阳洲收到厦门市公安局出具的《破案告知书》：张福赐涉嫌合同诈骗罪、涉嫌挪用资金罪经过侦查均已告破，

目前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2017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收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法院受理

新阳洲破产清算申请。2017 年 12 月 26 日，新阳洲收到《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通知书》，并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被破产管理人接管。公司下一步将持续关注张福赐案件进展以及新阳洲破产清算情况并及时进行信息

披露，同时做好维稳工作。三、控股股东中国农发集团在《关于进一步避免与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

有关事项的函》中所做出的承诺未能如期完成，为此控股股东中国农发集团已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重新做出了《关

于避免与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相关解决方案》的承诺，公司并于 5 月 20 日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上批准了此承诺事项，公司在控股股东中国农发集团的协调下，于 2017 年 3 月已经完成收购集团子公司全部超低温

金枪鱼延绳钓船项目，初步兑现承诺事项，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中国农发集团继续严格履行此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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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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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8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政府补贴事项 

2019 年 08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业绩情况及未来混改方向 

2019 年 09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半年报亏损原因及公司下半年经营形势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董事长:宗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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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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