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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992                             证券简称：中鲁 B                             公告编号：2021-05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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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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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尚磊 李颖  唐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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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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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从事远洋捕捞船共23艘，其中，大型金枪鱼围网船7艘（组），大型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船14艘，中型

拖网渔船2艘。上述船舶分别在印度洋海域和在大西洋海域作业。主要捕捞鱼种包括：大目金枪鱼、黄鳍金枪鱼、剑鱼、旗

鱼、 长鳍金枪鱼、 鲣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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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世界大多数主要港口。适用于水产品、肉禽、蔬菜、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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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远洋运输。部分船舶具有超低温功能，可从事金枪鱼运输业务。在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下，公司上下共同努力克服了种

种不利因素，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 

（3）冷藏加工贸易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加工品种有大目金枪鱼、黄鳍金枪鱼、蓝鳍金枪鱼、长鳍、剑旗、红旗、黑旗等二十几个品种；产

品形式有金枪鱼切片、切块、切板、奶级醄酪等适用于日料市场以及欧盟、俄罗斯市场。国内市场实现了微商+电商+商超+

分仓相互融合全位一体销售网络，销售额过亿元。公司继续深化校企合作，不断进行技术、工艺创新，推出市场所需求的新

产品，如手撕金枪鱼、金枪鱼涮、金枪鱼罐头、金枪鱼酱、金枪鱼面伴侣等熟食产品，金枪鱼复合肽、金枪鱼鱼油、金枪鱼

面膜等深加工产品，已陆续上市，反应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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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966,213,019.66 1,128,951,902.68 -14.42% 1,023,348,05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537,498.13 82,311,630.23 -64.12% 90,281,58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070,745.84 80,410,900.02 -75.04% 88,188,293.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245,710.65 110,296,542.67 2.67% 69,635,895.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31 -64.52% 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31 -64.52%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 9.74% -6.44% 12.0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1,259,611,234.89 1,288,526,843.80 -2.24% 1,213,282,58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3,248,772.52 887,201,969.69 1.81% 803,507,440.2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9,711,295.92 195,879,539.75 292,279,893.91 298,342,29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66,519.65 7,569,200.28 -3,151,630.88 16,553,40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64,845.13 -2,613,195.78 -4,457,174.84 18,676,271.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28,574.39 7,256,786.58 77,131,938.78 48,285,5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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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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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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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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淑桢 境内自然人 1.83% 4,866,546    

蔡浴久 境内自然人 1.52% 4,051,211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80% 2,135,685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

t Client 

境外法人 0.80% 2,118,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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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 1,897,854    

林名禹 境内自然人 0.55% 1,473,001    

欧阳桂芳 境内自然人 0.47% 1,25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山东国投持有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股份（山东国投已将所持重汽集团 20%股权

除资产收益权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委托给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行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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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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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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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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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621万元，较去年同期112,895万元减少14.42%；实现利润总额4,077万元，较去年同期

10,169万元减少59.91%；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954万元，较去年同期8,231万元减少64.12%。资产总额125,961万元，较期

初余额减少了2.24%。其中各板块情况如下： 

（1）远洋捕捞：公司从事远洋捕捞船共23艘，其中，大型金枪鱼围网船7艘（组），大型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船14艘，

中型拖网渔船2艘，分别在印度洋海域和大西洋海域作业。本报告期，由于受新冠疫情、休渔期延长、船舶坞修等因素影响，

总体捕捞产量较上一年度有所下降，受国际鱼价下滑影响，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报告期远洋捕

捞板块实现营业收入39,557万元,降低17.34%;利润总额3,111万元，减少62.00%。   

（2）冷藏运输：南太金枪鱼冷藏运输市场受全球经济大环境影响而出现萎缩趋势，加上围网捕捞休渔期的延长，更加

重了对冷藏运输行业的冲击。公司通过持续规范化管理，加强创新发展模式，强化队伍建设，提升企业发展活力，强化文化

建设，提升企业发展软实力，狠抓安全生产经营，加强船舶管理，提高船舶出航率，确保船舶正常营运。针对公司经营业务

单一问题，公司积极寻求其他船种的引进，取得船员外派资质，拓宽经营范围。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0,072万元，同比下

降0.61%；实现利润总额2,827万元，同比减少12.99%。 

（3）冷藏加工贸易：在金枪鱼国内外市场下滑、价格下跌、去库存防风险等多重压力之下，以“提档、升级、压库、降

险”为管理主题，全力践行“加减乘除”法，培育新增长点，形合力去库存，搭建全网销售平台，提升产品回报率，尽最大努

力降低不利影响，减少损失，推进产品转型，生食转熟食，由单一向组合转变，由大包装向小包装转变，方向是熟食为主，

生食为辅，打造中鲁远洋“金枪鱼”APP，建立全网销售、区域直配的销售体系，布局以“金枪鱼快线”为代表的产业化电商平

台，探索新型销售模式。公司生食、熟食类金枪鱼产品是海金斯品牌，主要销售是经销商及餐饮门店。开发了金枪鱼辣酱、

罐头、面伴侣、面膜、鱼油、肽等系列产品。公司经销商分散，订单量小，批次多，信息分散，发货成本高，难以达到聚集

效应，公司梳理客户，厘清渠道，先后成立北京分仓、成都分仓、深圳分仓、上海分仓、长沙分仓，销售模式向分仓转变，

集中发货，批量销售，统一管理，以分仓为核心，辐射周边区域，提升了供货速度，提高了产品质量，满足了客户供货需求，

形成完善的点对点、远点辐射的渠道建设，接下来将在武汉、大庆等地成立分仓，整合销售，形成合力，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55,209万元，同比减少17.92%；实现利润总额-466万元，同比减少162.05%。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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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568,763.49 34,753,815.91 8.79% -17.34% -66.40% -12.82% 

船只租赁 100,719,597.20 28,326,660.48 32.92% -0.61% -12.81% -4.63% 

冷藏加工贸易 552,094,964.64 -4,367,029.79 3.00% -17.92% -157.65%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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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冲击。其中，冷藏加工贸易板块因疫情导致出口业务量及国内销售量

大幅减少，利润大幅下滑；远洋捕捞板块因销售量及销售价格下跌因素影响使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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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①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统

称“原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

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

标准，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见附注十二、（五）（27）。 

②境外子公司 HABITA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以下简称“HIC 公司”），从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将 HIC 

公司记账本位币由人民币变更为美元，变更原因系HIC 公司主要经营活动都在境外，主要资产及负债均为美元计价，采购、

销售等主要经营业务也以美元计价结算。考虑到公司海外业务的发展现状将记账本位币由人民币变更为美元，能更加客观的

反映 HIC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9年12月

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

月1日余额 

负债：    

合同负债  18,445,693.16 18,445,6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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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31,953.38 31,953.38 

预收账款 18,477,646.54 -18,477,646.54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9年12月

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

月1日余额 

负债：    

合同负债  2,151,845.53 2,151,845.53 

其他流动负债  9,161.24 9,161.24 

预收账款 2,161,006.77 -2,161,0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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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