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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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胡世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三捷及会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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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306,406,325.10 899,583,108.80 1,140,518,403.01 1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85,483,775.51 630,245,907.97 704,695,082.07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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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833,817.12 6.89% 594,341,897.35 3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2,949,372.41 不适用 85,649,4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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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71,868.86 不适用 76,604,026.1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98,238,064.4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97 不适用 0.268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97 不适用 0.268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1% 14.14% 11.50% 15.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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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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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262.18 

造船补贴递延收益确认营业外

收入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5,547,636.98 

收购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超低温金枪鱼项目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2,477,075.36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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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3,202.97 保险赔款等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42.70  

合计 9,045,39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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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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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国有法人 20.36% 65,032,900    

中国华农资产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13.46% 43,009,713    

杜晚春 境内自然人 1.38% 4,398,636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4,123,426    

陈金锋 境内自然人 1.19% 3,8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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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2,373,291    

胡光剑 境内自然人 0.69% 2,18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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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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65,032,9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3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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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晚春 4,398,636 人民币普通股 4,39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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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金锋 3,817,121 人民币普通股 3,8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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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73,291 人民币普通股 2,373,291 

胡光剑 2,189,006 人民币普通股 2,18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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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国华农资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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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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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入

2,06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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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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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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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 335,341,041.39 220,381,205.42 114,959,835.97 52.16% 

预付款项 17,309,971.82 9,475,505.46 7,834,466.36 82.68% 

其他流动资产 134,845,875.41 10,817,476.41 124,028,399.00 1146.56% 

应付账款 53,001,796.71 37,093,069.36 15,908,727.35 42.89% 

预收款项 35,134,976.65 22,842,513.00 12,292,463.65 53.81% 

应付利息 8,563,040.19 5,483,370.72 3,079,669.47 56.16% 

其他流动负债 2,028,417.71 699,571.43 1,328,846.28 189.95% 

递延收益 15,743,782.27 4,198,107.13 11,545,675.14 2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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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594,341,897.35 426,448,696.20 167,893,201.15 39.37% 

营业成本 526,526,220.95 389,812,745.48 136,713,475.47 35.07% 

财务费用 10,787,672.55 -18,341.96 10,806,014.51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2,199,800.76 4,331,657.22 -6,531,457.98 -150.78% 

投资收益 5,983,944.37 1,880,846.39 4,103,097.98 218.15% 

其他收益 88,075,626.59  88,075,626.59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1,803,317.59 5,782,892.88 -3,979,575.29 -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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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38,064.47 -70,164,493.66 268,402,558.13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0,682,242.66 -29,274,634.97 -151,407,607.6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9,036,094.82 8,361,398.73 90,674,696.09 1084.44% 

 

说明：     

1.货币资金比年初增长52.16%，主要是本期收政府补助10,128万元所致；   

2.预付账款比年初增长82.68%，主要是预付贸易鱼货采购款及船舶修理款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增长1146.56%，主要是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4.应付账款比年初增长42.89%，主要是应付柴油款、船舶修理费和鱼货海运费增加所致； 

5.预收账款比年初增长53.81%，主要是预收贸易鱼货款增加所致； 

6.应付利息比年初增长56.16%，主要是应付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7.其他流动负债比年初增加189.95%，主要是需要在一年内确认损益的递延收益重分类为其他流动负债所致； 

8.递延收益比年初增长275.02%，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的船舶报废拆解补助1,339.92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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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39.37%，主要是本期鱼货捕捞量增加及销售单价提高，从而捕捞业收入增加所致；   

10.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长35.07%，主要是本期鱼货捕捞量增加，从而捕捞业成本增加所致； 

11.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81万元，主要是本期由于汇率变动导致汇兑损失增加及贷款利息支出所致； 

12.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150.78%，主要是本期由于汇率变动外币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变动所致；    

13.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18.15%，主要是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及确认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4.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808万元，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船型标准化补助资金8,788.34万元所致；   

15.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68.82%，主要是由于超低温金枪鱼项目本年收到的舟山市鱼货交易补贴减少所致；  

16.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6,840万元，主要是本期收政府补助10,128万元，本期收入增加导致收到的销售款

增加所致；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5,141万元，主要是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及支付收购超低温金枪鱼部分收购款

所致；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084.44%，主要是本期收控股股东中国农发集团借款11,000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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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5年并购的子公司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原大股东张福赐占用公司资金，导致新阳洲公司生产经营停

滞，2016年3月25日新阳洲公司以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等向厦门市公安局提起了控告，张福赐因涉嫌犯罪2016年被公安

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同时也导致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监局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1.2017年1月10日，公司收到厦门市公安局出具的《破案告知书》，认为张福赐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2017年8月11日，公司收到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检查院出具的《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犯罪嫌疑人张福赐涉嫌合同诈

骗、挪用资金案一案，已由厦门市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并向本公司告知相关的权利义务。2017年9月26日，公司收到厦门

市翔安区人民检查院起诉书（翔检公诉刑诉【2017】453号），检察院依法查明并提起公诉：张福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

公司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应当以挪用资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详见公司公告2017-002、2017-053、2017-068）。 

2.公司于2016年6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因调查工作需要，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2017年7月3日，公司收到了北京证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监局

正式处罚决定（详见公司公告2017-041）。 

3.因张福赐非法挪用资金，新阳洲公司无力偿还债权人债务，导致债权人许国东、蔡强诉讼案，两案一审判决张福赐

偿还债权人本金及利息，新阳洲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详见公司公告2017-019、2017-064、2017-066、2017-071）。 

4.2016年11月7日，公司收到北京中水海龙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关于申请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阳洲公司进行破产

清算的《破产申请书》及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材料收取凭证》等法律文书。申请人以新阳洲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新阳洲公司破产。2017年4月25日，

公司收到《受理案件通知书》，法院已登记立案（详见公司公告2017-033）。 

公司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1.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对于张福赐以新阳洲公司名义借款或以新阳洲公司担保的个人账外借款，公司将通过法律途

径进行追索，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关注法院的判决结果以及案件后续执行情况，及时向投资者进行披露。 

2.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新阳洲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后，公司将积极锁定资产、做好维稳工作，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好破产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同时，涉及到新阳洲公司土地拆迁相关事宜，公司会尽一切努力实现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减少因张福赐涉嫌犯罪对

新阳洲公司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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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收到《破案告知书》的公告 2017 年 01 月 19 日 2017-002 号公告（www.cninfo.com.cn） 

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2017 年 02 月 21 日 2017-007 号公告（www.cninfo.com.cn） 

关于垫付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在职员工

劳动报酬的公告 
2017 年 03 月 15 日 2017-017 号公告（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公告 2017 年 04 月 15 日 2017-019 号公告（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子公司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破

产申请被受理的公告 
2017 年 04 月 27 日 2017-033 号公告（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

告 
2017 年 07 月 04 日 2017-041 号公告（www.cninfo.com.cn）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11 日 2017-049 号公告（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12 日 2017-053 号公告（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2017 年 09 月 01 日 2017-064 号公告（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公告 2017 年 09 月 05 日 2017-066 号公告（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 2017 年 09 月 13 日 2017-067 号公告（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的公告 2017 年 09 月 28 日 2017-068 号公告（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的公告 
2017 年 10 月 13 日 2017-071 号公告（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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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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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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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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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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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6 月

30 日，张福赐未按《股权

转让协议》的约定进行补

偿，公司已通过法律途径

追偿张福赐的违约责任。

3、新阳洲 2016 年度实现

利润-1,440 万元，未能实

现承诺业绩。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未收到张

福赐 2016 年度业绩承诺

差额的补偿款。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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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03

月 23 日 
 

公司控股股东中农发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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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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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注入中水渔业；二、中农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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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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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是否按时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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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未完成承诺的主要原因是：上述土地、房产

在履行相关手续过程中出现厦门新机场建设规划的新情况而无法办理，公司将在取得厦门新机场建设规

划的正式文件后，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取消此承诺事项。二、交易对手方张福赐 2015 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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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通过法律途径追偿张福赐的违约责任。三、控股股东中农发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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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于并于 5 月 20 日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上批准了此承诺事

项，公司在控股股东中农发集团的协调下，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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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发集团严格继续履行此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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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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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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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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7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2017 年 07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资本运作情况 

2017 年 07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对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情况 

2017 年 08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2017 年 08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东情况 

2017 年 08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半年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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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无 

 

 

 

 

 

 

 

 

                                                                             董事长:宗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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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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