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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8                           证券简称：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2020-026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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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室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 31 号中水大厦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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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737,323.46 278,966,441.79 -4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990,364.07 -45,348,6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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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3,973.23 -45,210,408.20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492,045.34 -31,329,491.6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46 -0.142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46 -0.142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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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9% -6.31%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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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750,550.84 1,124,725,159.54 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21,564,973.93 764,319,964.83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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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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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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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1.24% 3,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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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立明 境外自然人 0.80% 2,543,460    

胡光剑 境内自然人 0.79% 2,53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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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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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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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面临的生产经营形势异常严峻，各项业务的开展都遇到不同程度困难。随着疫情

在全球的不断蔓延，各境外生产项目在防疫、人员轮换、生产调度、物资补给等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公司上下团结一心、勇

于担当，围绕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任务，保持定力，积极作为，千方百计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不断探索破解疫情

防控与生产经营的综合题，因势而变采取停船、转场、自动休渔、拓展市场等一系列举措，降本增效，取得较好效果。上半

年公司主业项目坚持生产作业，产量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全员未发生新冠肺炎病例，生产运营和职工队伍保持稳定。 

公司主要产品为各类金枪鱼，日、美为主要市场。由于疫情对销售流通环节和消费市场造成负面冲击，金枪鱼产品市场

销售和贸易出现放缓现象。特别是新冠疫情导致东京奥运会延期举行，影响到日本超低温金枪鱼消费市场预期，进一步加剧

了量价齐跌的局面，库存增加，项目盈利能力下降。虽然主力产品长鳍金枪鱼的销售基本保持稳定，但由于受超低温金枪鱼

市场的影响，公司上半年主营业务整体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同比出现下滑。 

尽管受到疫情的负面冲击，但上半年推进公司战略发展的步伐没有停下，继续坚持“捕捞为基、构筑平台、调整结构、

升级转型”的战略方针，巩固提高捕捞业，稳步发展加工贸易业，积极推进渔业服务业。上半年继续推进老旧船舶更新计划，

新建完成三艘40.6米低温金枪鱼钓船，在疫情中完成备航工作已经前往南太平洋海域生产，南太项目的捕捞生产能力将得到

进一步提升；两艘58米高纬度蓝鳍金枪鱼生产船建造工作基本完成，达到国内金枪鱼延绳钓船舶技术性能领先水平；两艘52

米经济型超低金枪鱼钓船开工建造，计划下半年建造完成并投入使用，为提高超低温金枪鱼项目生产能力、产品质量、投入

产出比创造条件；结合疫情防控形势，为确保生产安全、提质增效，将南太平洋作业的4艘高龄低效低温金枪鱼钓船调回国

内，对其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于下半年鱼汛到来前完成改造并投入生产作业；瓦努阿图远洋渔业基地建成投产运营，项目统

筹船队、加工厂生产、后勤服务设施建设，逐步建立起综合渔业基地的运营模式，使公司在水产品加工和渔业服务领域的产

业链条得到延伸。 

2020年上半年，公司共捕捞各种鱼货8,402吨，同比去年7,185吨增长16.94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274万元,较上年同期

的27,897万元降低45.25%；实现利润总额-4,441万元，较上年同期-4,678万元减少亏损237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4,299万元，同比上年同期-4,535万元减少亏损236万元。本期捕捞产量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增加了新并购的

浙江丰汇公司捕捞产量；主营业务收入同比降低的原因，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产品销售数量及销售价格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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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52,737,323.46 278,966,441.79 -45.25% 疫情影响，销售数量和销售单价均下降 

营业成本 156,148,987.59 259,543,839.35 -39.84% 疫情影响，销售数量下降 

销售费用 15,941,496.57 15,689,930.71 1.60% 变动较小 

管理费用 24,527,525.29 26,446,990.93 -7.26% 变动较小 

财务费用 3,738,616.74 1,160,476.01 222.16% 借款利息增加 

所得税费用 16,600.32 10,972.80 51.29%  

研发投入 317,367.00 188,852.02 6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0,492,045.34 -31,329,491.61 不适用 疫情影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6,396,588.94 50,884,439.06 -269.79% 本期支付造船款和瓦图基建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133,978,605.64 -26,625,785.89 不适用 本期银行借款和控股股东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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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52,478,244.22 -7,067,387.60 不适用 

疫情影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在建工程投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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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于疫情影响，公司捕捞产品销售数量和销售单价均有所下降，造成公司毛利较上年同期减少2,283万元。 

     2、本期确认的联营企业华农财险公司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272万元。 

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52,737,323.46 100% 278,966,441.79 100% -45.25% 

分行业 

捕捞收入 115,949,076.28 75.91% 207,432,973.43 74.36% -44.10% 

零售贸易收入 34,870,743.22 22.83% 69,610,611.54 24.95% -49.91% 

其他 1,917,503.96 1.26% 1,922,856.82 0.69% -0.28% 

分产品 

金枪鱼 115,949,076.28 75.91% 183,397,733.19 65.74% -36.78% 

鱿鱼 27,918,860.03 18.28% 68,323,545.28 24.49% -59.14% 

秋刀鱼 5,093,716.69 3.34% 23,691,298.04 8.49% -78.50% 

其他 3,775,670.46 2.47% 3,553,865.28 1.28% 6.24% 

分地区 

国内 101,995,350.37 66.78% 172,323,560.59 61.77% -40.81% 

国外 50,741,973.09 33.22% 106,642,881.20 38.23% -52.42% 

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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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49,076.28 120,918,119.90 -4.29% -44.10% -36.68% -12.23% 

零售贸易收入 34,870,743.22 34,347,994.14 1.50% -49.91% -49.54% -0.71% 

分产品 

金枪鱼 115,949,076.28 120,918,119.90 -4.29% -36.78% -29.06% -11.35% 

鱿鱼 27,918,860.03 27,582,667.43 1.20% -59.14% -58.65% -1.16% 

分地区 

国内 101,995,350.37 104,243,974.20 -2.20% -40.81% -36.02% -7.62% 

国外 50,741,973.09 51,905,013.39 -2.29% -52.42% -46.28% -10.58% 

公司主营业务数据统计口径在报告期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公司最近1期按报告期末口径调整后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30%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受疫情等影响，导致本期销售数量、销售单价均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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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主营业务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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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711.07 -2.04%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否 

资产减值 -600,119.77 1.35% 应收款项及存货计提减值 否 

营业外收入 1,055,593.90 -2.38% 主要是处置报废固定资产 否 

营业外支出 620,719.60 -1.40% 主要是扶贫支出及赔款支出 否 

4、资产及负债状况分析 

（1）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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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79,199.83 4.50% 132,443,706.82 13.93% -9.43% 
疫情影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减少 

应收账款 17,260,898.66 1.45% 28,891,381.97 3.04% -1.59% 无重大变化 

存货 297,481,123.86 25.02% 161,150,589.51 16.95% 8.07% 疫情影响，鱼货滞销 

投资性房地产 42,377,018.91 3.56% 41,856,927.03 4.40% -0.84% 无重大变化 

长期股权投资 193,631,566.88 16.29% 191,073,242.86 20.10% -3.81% 无重大变化 

固定资产 375,233,129.23 31.57% 286,436,181.40 30.13% 1.44% 非同一控制下合并浙江丰汇公司所致 

在建工程 157,116,556.57 13.22% 37,391,337.74 3.93% 9.29% 
修造船付款增加和瓦努阿图渔业基地

建设按照进度支付款项 

短期借款 109,143,959.50 9.18%   9.18% 本期银行短期借款增加 

长期借款 15,424,999.39 1.30% 15,255,586.98 1.60% -0.30% 无重大变化 

（2）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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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411.64 为斐济代表处保税区保证金、海关运输保税保证金、浙江丰汇银行保函保证金等 

投资性房地产 42,377,018.91 中水北美公司仓库借款抵押 

合计 45,489,430.55  

5、投资状况分析 

（1）总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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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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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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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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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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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捞加工 103,009,042.86 97,226,222.05 95,982,557.89 2,652,402.90 -2,650,260.15 -2,650,260.15 

浙江丰汇

远洋渔业

有限公司 

子公司 远洋捕捞 30,000,000.00 116,904,461.54 28,954,954.63 21,341,818.72 495,722.90 495,722.90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7 

8、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9、对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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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金枪鱼资

源变化幅度不大。  

②销售价格变动风险 

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养殖金枪鱼供应量的增长，导致日本、欧美等金枪鱼主要消费市场对高品质超低温金枪鱼的需求

量降低，市场库存量增加，2020年上半年深冷金枪鱼销售市场行情下行迹象明显。低温金枪鱼产品虽然因欧美市场罐头原料

需求旺盛影响，市场保持稳定，但有价格进一步下探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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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间贸易摩擦2019年以来不断升级，影响了我公司原拟开展的自华输美贸易业务。今年上半年由于疫情的叠加影响，

公司国际、国内贸易业务的销量、销售额均相应受到更多不利影响。公司现有的水产品贸易业务仍然需要严控存货和应收账

款等方面的风险。 

⑤政策风险 

国际渔业组织不断加强对远洋渔业船只的监管。部分鱼种分配给中国的捕捞配额减少，进而影响到公司的配额数量。受

中美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公司海外项目所在国对渔业投资、海上作业的监管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强；移民政策在疫情防控

影响下会持续收紧，对公司海外员工工作签证办理、正常工作轮换以及项目日常生产运营将带来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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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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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困难做好主业，稳产量、拓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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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远洋渔业项目价值，继续推进远洋渔业板块深度重组。 

⑥ 注重培养船员的履约意识和专业素养，减少海上违规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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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

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 对 2020 年年

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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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新收入准则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对2020年1月1日的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20年1月1日） 

预收账款 5,189,638.26 -5,113,865.66 75,772.60 

合同负债  5,113,865.66 5,113,865.66 

      

     母公司财务报表： 

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20年1月1日） 

预收账款 5,123,250.16 -5,113,865.66 9,384.50 

合同负债  5,113,865.66 5,113,8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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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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