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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992                             证券简称：中鲁 B                             公告编号：2019-09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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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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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鲁 B 股票代码 20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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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 李颖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65 号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65 号 

传真 0532-55719258 0532-55719258 

电话 0532-55717968 0532-55715968 

电子信箱 zl000992@163.com zl000992@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集远洋捕捞、冷藏运输、水产品冷藏加工及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渔业企业，主营业务涉及产业

链的各主要环节。 

（1）主要业务介绍 

报告期内，公司主业与以往没有变化，以远洋捕捞为主线，以冷藏运输和冷藏加工贸易为两翼，互为依托，

互相促进，产业链比较完备。 

1）远洋捕捞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远洋捕捞船共22艘，其中，大型金枪鱼围网船7艘（组），大型超低温金枪鱼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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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钓船13艘，中型拖网渔船2艘，分别在印度洋海域和在大西洋海域作业。根据产业环境和发展形势，近

两年公司通过作业渔场调整和新增装备，成功在大西洋组建了一支7艘大型金枪鱼围网船的作业船队，于

2018年8月份全部投产，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冷藏运输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7艘国际冷藏运输船从事运营服务，为完成全年各项经济指标多措并举：一是不

断完善公司SMS体系工作，强化企业规范化管理；二是立足于亚太特种冷藏货运市场，努力提高市场占有

率，严控成本核算，加强船舶的设备维护保养，保证出航率，促进租金收入最大化；三是加强风险管控，

尽可能降低不确定风险因素。 

3）冷藏加工贸易 

报告期内，面对诸多不利因素，认真研判形势，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创新经营思路，创新管理办法。

围绕充分发挥中国金枪鱼交易中心的集散地、山东省远洋渔业产品精深加工及冷链物流基地作用为中心，

加大了自捕鱼回运收购和精深加工力度，提高加工机械化、自动化水平，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 “五快”

课题研发，扩大加工、销售业务，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重点培育金枪鱼分仓新模式，积极拓展国际国内贸

易。 

（2）行业的发展变化、市场竞争格局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的发展变化 

中国远洋渔业自85年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远洋渔业大国。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

实施，远洋渔业已作为经略海洋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实施的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使远洋渔业

产业结构和素质得到不断优化和提升，市场化和国际化不断提高，总体来说，“十三五”是我国远洋渔业发

展的关键转型期，更是迈向渔业强国的重要机遇期。 

2）市场竞争格局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远洋渔业的扶持力度加大，我国远洋渔业发展迅猛，装备水平、生产技术、从业

人员素质等有了很大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各渔业资源国和渔业组织为了保护资源，制定

了严格的保护措施和休渔政策，行业门槛逐渐提高，对从事远洋渔业的各公司管理水平、生产技术、自律

能力等有了更高的要求，长期来讲，对远洋渔业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有利的，但短期会提高生产成本。

公司是国内较早发展远洋渔业的企业，现有业务在人才素质、技术力量、管理能力、装备水平等方面居于

全国远洋渔业企业前列。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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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023,348,055.53 924,116,785.80 10.74% 845,877,51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281,584.29 91,517,485.28 -1.35% 52,585,07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188,293.14 85,499,842.39 3.14% 47,095,370.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635,895.65 63,205,894.49 10.17% 87,435,72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4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4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6% 13.79% -1.73% 8.8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1,213,282,583.68 1,065,483,763.80 13.87% 835,239,69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03,507,440.24 703,769,793.95 14.17% 617,662,263.72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1,809,691.98 238,513,084.99 275,909,416.69 307,115,86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855.82 22,455,043.39 43,731,118.98 23,948,56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07.95 22,612,697.69 41,160,473.49 24,413,114.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02,386.74 28,116,999.05 33,528,917.05 14,292,366.2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7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759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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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省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25% 125,731,320 125,731,320   

陈天明 境外自然人 2.16% 5,760,427 0   

蔡浴久 境内自然人 1.08% 2,881,900 0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

t Client 

境外法人 0.77% 2,038,736 0   

中国重型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3% 1,950,000 1,950,000   

申万宏源证券

(香港)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73% 1,939,154 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72% 1,907,224 0   

区燕萍 境内自然人 0.63% 1,679,383 0   

王东升 境外自然人 0.46% 1,215,203 0   

秦军 境内自然人 0.41% 1,083,8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山东国投持有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股份，其余股东为境内上市外资股流通股东，

本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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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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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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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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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2,334.81 万元，较去年同期92,411.68万元增长10.74%；实现利润总额

10,151.28万元，较去年同期9,789.98万元增长3.69%；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9,028.16万元，较去年同期减

少123.59万元，减少1.35%。资产总额121,328.26万元，较期初余额增长13.87%。       

(1)远洋捕捞：公司去年新上5组围网捕捞船，其中2组已在去年投产，另外3组在本年度内顺利投产运

营，捕捞作业情况良好，捕捞产量达到预期目标；金枪鱼延绳钓捕捞业务，科学决策，合理调度渔场，合

理安排作业时间和船舶坞修时间，克服渔业资源下降和鱼价下降的不利因素，想方设法提高产量，加大成

本管理，节省开支，提升经济效益。本报告期捕捞板块实现营业收入38,836.87万元,利润总额5750.23万元。 

(2)冷藏运输：狠抓安全生产经营，加强船舶管理，提高船舶出航率，确保船舶营运率。精心组织、落

实责任，监督全面、指导有力，自查自纠、立查立改，细化对船舶的安全检查、作业指导，保障船舶安全

航行天数；注重船岸人员学习培训，提高管理水平；维护客户资源，保持稳定发展；狠抓企业管理，向管

理要效益。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9,366.54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3,108.49万元，同比增长28.25%。 

(3)冷藏加工贸易：企业经营创新采取“做好加减法，主动做减法”的思路精细化管理，积极推进“五快”

课题，创新生产工艺，生产加工效率大幅度提高，调整产品结构，开拓新市场，开发新产品，拓宽宣传渠

道、销售渠道。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63,259.99万元，实现利润总额2614.12万元，同比增长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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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远洋捕捞 388,368,733.12 57,302,514.49 22.17% 47.36% -0.44% -8.65% 

船只租赁 93,665,444.15 31,091,937.50 36.11% -3.28% 28.07% -3.68% 

水产品冷藏加工

贸易 
632,599,907.70 28,901,692.71 7.55% -6.79% 13.62% -2.1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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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

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63,961,900.00  

                                     

38,792,912.89  
应收票据：0元 

应收账款：38,792,912.89元 

2.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并

其他应收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收款 5,529,723.80 11,305,713.11 应收利息：0元 

应收股利：0元 

其他应收款：11,305,713.11

元 

3.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

定资产列示 

固定资产 514,332,752.28 525,975,263.88 固定资产：525,975,263.88

元 

固定资产清理：0元 

4.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

程列示 

在建工程 11,073,476.37 - 在建工程：0元 

工程物资：0元 

5.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108,371,599.66 65,204,257.98 应付票据：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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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列示 款 应付账款：65,204,257.98元 

6.应付利息、应付股利计

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付款  7,043,693.95  

 

6,535,561.08 应付利息：360,208.32元 

应付股利：0元 

其他应付款：6,175,352.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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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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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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