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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0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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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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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洋股份 股票代码 00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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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扈鑫 林小琴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 9 号 广西南宁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 9 号 

电话 0771-3210585 0771-3210585 

电子信箱 hx@baiyang.com byzqb@baiyang.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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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95,307,281.63 1,329,768,950.88 -1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20,351.36 29,634,237.59 -7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558,416.54 26,954,516.80 -83.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142,306.59 184,584,188.14 -1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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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8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8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4% 0.26%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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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4,909,238.10 2,965,191,554.48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17,633,233.06 1,327,907,193.91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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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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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洋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5% 58,881,390 0   

青岛国信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

岛市海洋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其他 13.05% 45,597,071 0   

孙忠义 境内自然人 11.91% 41,612,820 9,345,794 质押 7,200,000 

蔡晶 境内自然人 4.87% 17,000,000 0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富立天瑞华商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富立天瑞华商凤凰山

六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2.47% 8,627,791 0   

赵吉庆 境内自然人 1.62% 5,665,345 0 冻结 136,000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其他 0.87% 3,024,648 0   

黄文博 境内自然人 0.69% 2,421,100 0   

倪思礼 境内自然人 0.52% 1,826,650 0   

刘康平 境内自然人 0.39% 1,371,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孙忠义和蔡晶为配偶关系。青岛海洋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与青岛国信创

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市海洋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公

司控股股东，为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实际控制的企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赵吉庆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941,30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

量为 4,724,045 股，合计持有 5,665,345 股；股东刘康平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

为 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1,371,400 股，合计持有 1,37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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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青岛海洋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青岛市海洋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变更日期 2020 年 05 月 29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暨控股权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1）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6 月 02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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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20 年 05 月 29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暨控股权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1）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6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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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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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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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饲料业务、水产食品加工业务和远洋捕捞加工业务，教育板块自2019

年10月已从公司业务中整体剥离。 

2020年一季度公司各业务板块受新冠疫情影响，复工复产均有不同程度延期，各项经营指标受到

一定影响。二季度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克服延期复工复产的不利影响，产销量、营业收入迅速恢

复。上半年，剔除教育板块后，各业务板块销售量、营业收入基本与上年同期持平或略有增长，但由

于公司水产食品加工业务的停工停产时间较长，产量同比下降，导致生产成本无法摊薄，加之疫情在

全球蔓延的影响，海外产品价格、综合毛利率下降，致使公司食品加工出口业务（含海产品）盈利情

况不及预期，从而对上半年整体利润状况形成了较大影响。2020年上半年现有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具

体如下： 

（1）报告期内饲料制造业务受疫情影响较小，实现营收47,067.78万元，同比增加1,317.24万元，

同比增长2.88%。 

（2）报告期内水产食品加工业务实现营收47,277.32万元，同比增加722.20万元，同比增长1.55%，

主要原因系公司积极复工复产、努力开拓国内市场，但受疫情向全球蔓延的影响，出口水产食品市场

价格同比略有下降。 

（3）报告期内远洋捕捞加工业务实现营收15,185.63万元，同比增加1,064.5万元，同比增长

7.54%，主要是原因系报告期内鱼粉的价格上涨所致。 

（4）报告期内其他业务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65,50.11万元，主要系公司剥离教育板块，火星时代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所致。  

报告期公司合并收入、成本、费用及现金流量各项指标的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报告期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109,530.73万元，同比下降23,446.17万元，降幅为17.63%。

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火星时代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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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95,684.20万元，同比下降4,426.60万元，降幅为4.42%。营业成本

下降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火星时代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3）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为1,586.51万元，同比增加350.47万元，增幅28.35%。主要原因

系报告期内毛塔日昇海洋综合税金增加所致。 

（4）报告期内营业费用为3,237.50万元，同比下降7,799.87万元，降幅70.67%。主要原因系报

告期内火星时代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5）报告期内管理费用为5,258.93万元，同比下降9,484.66万元，降幅64.33%。主要原因系报

告期内火星时代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6）报告期内研发费用为167.34万元，同比增加167.34万元，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增加百维生

物研发费用所致。 

（7）报告期内财务费用为2,518.88万元，同比增加751.45万元，增幅42.52%。主要原因系报告

期内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8）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净额-374.21为万元，同比减亏390.35万元，降幅51.06%。主要原因系报

告期内参股公司鸿生源股份经营效益好转所致。 

（9）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为536.55万元，同比下降170.9万元,降幅24.1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内收到项目补助款减少所致。 

（10）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014.23万元，净流出同比增加29,472.65万

元，增幅159.6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火星时代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以及报告期内支付原料款增加

所致。 

（11）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604.50为万元，净流出同比减少13，621.32万

元，净流出减幅5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对外股权投资支出的现金减少所致。 

（12）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9,369.77万元，同比减少8,663.24万元，减幅

30.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银行借款增量下降所致。 

（13）报告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3,248.42万元，同比现金净流入减少24,513.14万元，

减幅115.28%，主要原因系火星时代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未来，公司将继续聚焦主业，依托产业链优势，在水产食品、饲料及饲料原料、远洋渔业等各业

务板块进行横向规模扩张，纵向合理延伸，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和培育核心竞争优势，推进公司经营

持续稳健发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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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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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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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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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8日，设立海南百洋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自2020年5月起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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