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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7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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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亲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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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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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和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利用“饲料及饲料原料、水产食品加工、远洋捕捞”等上下游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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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环节间的协同促进作用，不断延伸和完善产业链，形成了相关业务协同发展的格局，发

挥水产饲料生产及供应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安全、健康、全程可追溯的水产品食材。

公司开展的业务主要有饲料及饲料原料、水产食品加工及生物制品、远洋捕捞加工业务。 

1、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 

（1）饲料业务是公司重要业务板块，主要产品包括普水料、虾料、特种料、畜禽饲料和

动保产品等。目前饲料业务经营主体包括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饲料分公司、广西

百跃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海南百洋饲料有限公司、佛山百洋饲料有限公司、广西百丰饲料科

技有限公司等。公司饲料业务主要围绕水产养殖过程中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展开，覆盖各类产

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等全部业务环节。企业严格按照ISO9001:2008质量管理

体系和GAA项下的BAP（ACC）认证体系，对所有生产流程、管理流程实行标准化、规范化

和专业化管理。 

（2）饲料原料业务产品主要包括鱼粉、鱼油等。公司饲料原料业务经营主体包括荣成海

庆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日昇海洋资源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毛里塔尼亚）等大型饲料原料生产企业。鱼粉为饲料生产过程中重要的动物性蛋白质

添加原料，目前国内鱼粉产量不高，主要依赖进口。西非毛里塔尼亚鱼粉品质优良，在国内

具有较大的市场。公司鱼粉产品除自用外，也向其他国内饲料生产企业销售。 

2、水产食品加工及生物制品业务 

（1）水产食品加工业务主要产品为冻罗非鱼片、巴沙鱼片、黑鱼片等。公司的水产食品

加工厂主要分布于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区，包括北海钦国冷冻食品有限公司、广西百嘉食

品有限公司、湛江佳洋食品有限公司、广东雨嘉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公

司等，拥有近40条国际先进水平的水产品加工流水生产线。公司或下属企业先后通过了

ISO9001:2008、HACCP、BRC、BAP（ACC）等多层次质量控制体系的认证，产品符合国内

及美国、欧盟等发达地区标准。公司生产的冷冻罗非鱼片等水产品主要出口美国、欧盟、中

东、拉美、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公司冻罗非鱼食品的加工出口量连续多年在我国

居于首位。 

（2）生物制品加工业务是水产食品加工的产业链延伸，通过充分挖掘和提升罗非鱼副产

物的价值，对罗非鱼加工副产物进行综合利用，以鱼皮、鱼鳞为原料开发系列胶原蛋白、明

胶等生物制品，可广泛应用于保健品、化妆品、饮料、食品等领域。经营主体包括广东百维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明洋明胶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嘉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远洋捕捞加工业务 

2019年公司收购了远洋捕捞加工业务，该项目位于非洲西部的毛里塔尼亚，濒临大西洋，

鱼类资源丰富，被认为是世界最丰富渔场之一。远洋捕捞加工业务的产品主要包括冻海产品、

鱼糜等，经营主体包括日昇海洋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毛里塔尼亚）、广西祥和顺远洋捕

捞公司。公司远洋捕捞产品通过日昇海洋加工后主要出口到欧洲、日本等国家。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饲料及饲料原料 

饲料行业是水产养殖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农业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我国饲料工业发

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目前饲料总量全球第一，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营养价值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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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需求不断上升，饲料普及程度和利用效率会进一步提高，在当下国家大力推进“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鼓励“绿色养殖”的大背景下，水产饲料行业特别是

特种水产饲料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全国饲料产量稳定，增长放缓，进入了稳定发展

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阶段，优势企业多通过调整产品结构，或进行产业链的延伸发展多元

化的业务。 

饲料原料是决定饲料质量和经济性的基础，提高饲料原料的利用效率，丰富饲料原料的

来源，是降低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效益的关键环节。鱼粉是以捕捞海洋中低经济价值的野生

中上层鱼类作为原料加工而成的饲料原料，作为饲料中动物性蛋白质添加原料，很难替代，

中国市场又是全球鱼粉的最大消费市场，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渔业资源，大力发展远洋渔业，

有利于缓解我国资源短缺、保障优质动物蛋白供给、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 

2、水产食品加工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水产品养殖和贸易大国，也是世界唯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水产

养殖大国。在消费升级、城镇化推进和人口增长的推进下，预计我国水产品的消费仍将保持

稳步增长，我国水产加工行业市场空间广阔。然而，我国水产品加工行业极度分散，发展粗

放，存在产能利用率不足、品牌缺乏、产品品质难以保障以及盈利能力弱等诸多挑战，行业

逐步转向依靠技术创新、重视资源环境健康和追求品牌品质的绿色发展方式。中国是水产品

的消费大国，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高品质、安全的水产

品的消费需求将持续增加，并且对高值水产品的需求增长迅速。 

罗非鱼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推荐的重要水产养殖品种之一，具有生长快、适应性

强、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相比草鱼、鲤鱼等其他淡水鲤科鱼类，罗非鱼没有肌间刺，适合

产业化规模化加工。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罗非鱼养殖生产国，也是最大的罗非鱼出口国，广

东、海南、广西是我国罗非鱼的主产区，养殖条件好，具备繁育、养殖、饲料、运输、加工、

销售等完善的产业链，具有其他区域无法替代的优势。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广东、

海南、广西等罗非鱼主产区具备完善的产业布局，已成为我国罗非鱼水产加工行业的领军型

企业，罗非鱼食品总产销规模居全国首位。2019年公司收购了远洋捕捞加工业务，利用西大

西洋渔场的丰富渔业资源，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将海洋捕捞加工与公司原有的淡

水鱼加工形成良性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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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2,574,247.63 2,844,133,734.97 -12.71% 3,274,044,72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65,139.61 -285,697,910.57 107.79% 83,543,08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13,592.03 24,647,938.58 -75.20% -76,443,59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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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734,570.52 348,630,396.06 -90.04% 56,271,930.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72 108.33% 0.2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72 108.33% 0.2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 -13.97% 15.64% 3.5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785,868,301.99 2,965,191,554.48 -6.05% 4,042,380,03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38,296,538.81 1,327,907,193.91 0.78% 2,408,602,9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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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604,986.72 659,702,294.91 707,821,932.91 679,445,03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97,515.59 18,317,866.95 28,660,543.19 -14,315,75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85,534.25 16,043,950.79 26,278,744.37 -24,723,568.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629,107.93 -25,513,198.66 77,111,194.67 67,765,68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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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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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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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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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5,692,000 0   

黄文博 境内自然人 0.70% 2,430,200 0   

倪思礼 境内自然人 0.51% 1,786,650 0   

王平 境内自然人 0.41% 1,449,400 0   

刘康平 境内自然人 0.39% 1,369,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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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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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忠义和蔡晶为配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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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00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

账户持股数量为 5,071,000 股，合计持有 5,692,000 股；股东刘康平

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2,90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

为 1,366,700 股，合计持有 1,369,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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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水产食品加工及生物制品业务和

远洋捕捞加工业务。2020年受到疫情以及原料价格、汇率变动、海运费上涨等因素影响，水

产品加工出口业务规模和收益不及预期。面对上述不利局面，公司在积极调整出口业务的同

时，利用产业链优势保持饲料及饲料原料、生物制品等业务稳定增长，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

收入24.83亿元，同比2019年（剔除教育业务收入后）略有增长，整体业绩实现扭亏为盈。 

2020年，受疫情和国际环境影响，我国水产品进出口总量同比下降，根据中国水产加工

与交流协会的数据，2020年我国水产品进出口总量949.04万吨，总额346.06亿美元，同比分别

下降9.90％和12.08%。其中，进口量567.86万吨，进口额155.65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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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6.77%。出口量381.18万吨、出口额190.41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0.69%和7.83%。 

2020年公司水产品加工出口业务受疫情影响，产量同比下降，成本无法摊薄，加之下半

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海运费上涨，导致公司水产品加工出口业务盈利状况受到较

大影响。为应对不利局面，公司不断拓展业务渠道、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加快品牌和团队建

设，并积极向水产品加工的产业链下游延伸，取得了一定成绩。2020年公司水产食品加工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9.63亿元（含罗非鱼产品及海产品加工），同比下降7.94%，生物制品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0.9亿元，同比增长12.77%。随着罗非鱼出口订单价格回升，国内销售市场的不断

拓展，公司水产品加工业务经营业绩有望逐步得到改善。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布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预测，全

球水产品总产量（不包括水生植物）有望从2018年的1.79亿吨增至2030年的2.04亿吨，亚洲的

水产养殖产量占了全球的92%，中国占据了全球一半以上产量。水产养殖规模的增长带动水

产饲料行业的发展，我国目前饲料总量全球第一，2020年我国工业饲料总产量25,276.1万吨，

同比增长10.4%，约占全球总产量的1/4；其中水产饲料产量2123.6万吨，占中国工业饲料总产

量的8.40%，位居全球首位；随着水产养殖量提升，我国水产饲料产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同

时，水产饲料生产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水产饲料企业将逐步从单一的饲料产品提供商，转变

成系列服务的养殖服务商，而具备完整水产产业链的企业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2020年公司按产业链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思路，在饲料业务特别是水产饲料业务稳健

经营的基础上，积极向饲料原料领域延伸，大力发展鱼粉加工业务。2020年公司饲料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10.92亿元，同比增长6.51%，饲料原料业务（含国内和国外鱼粉加工）营业收入

3.31亿元，同比增长29.44%。 

2020年3月24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孙忠义先生、蔡晶女士与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以及其指定的受让方海洋产业投资基金、海洋新动能基金共同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孙

忠义先生、蔡晶女士将其持有的10,447.85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90%），转让给海洋产

业投资基金和海洋新动能基金。上述股权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已于5月29日完成，公司的控股

股东变更为海洋产业投资基金和海洋新动能基金，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青岛市国资委。股权转

让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于8月7日顺利完成换届，公司各项经营业务和生

产活动有序开展，实现了换届后的平稳过渡。为了促进公司快速可持续发展，青岛国信集团

向公司提供了十亿元委托贷款额度，有效的降低了公司融资成本，提高了公司的竞争力和抗

风险能力。 

公司2020年实现利润总额3,811.74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26.5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为0.06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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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257.42万元，同比下降36,155.95万元，降幅为

12.71%。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系2019年公司剥离教育业务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220,018.51万元，同比下降5,093.78万元，降幅为2.26%。营

业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系2019年公司剥离教育业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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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为3,360.17万元，同比下降258.82万元，降幅7.15%。主要

原因系报告期内毛塔国家产品定额定税价格下调综合税减少所致； 

（4）报告期内营业费用为7,808.93万元，同比下降12,940.93万元，降幅62.37%。主要原

因系2019年公司剥离教育业务所致； 

（5）报告期内管理费用为10,451.58万元，同比下降12,484.27万元，降幅54.43%。主要原

因系2019年公司剥离教育业务所致； 

（6）报告期内研发费用为0万元，同比下降3,591.12万元，降幅达100%。主要原因系2019

年公司剥离教育业务所致； 

（7）报告期内财务费用为4,048.91万元，同比增长139.63万元，增幅3.57%。主要原因系

报告期内美元汇率贬值造成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8）报告期内其他收益为3,905.22万元，同比增长1,267.99万元，增幅48.08%。主要原因

系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款增加所致； 

（9）报告期内投资收益为73.40万元，同比增加54,071.41万元，增幅100.14%。主要原因

系2019年处理教育股权产生的投资损失所致； 

（10）报告期内信用减值损失为2,897.65万元，同比减少571.37万元，降幅16.47%。主要

原因系报告期内收到其他应收款往来款项冲回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11）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为1,053.58万元，同比增加1,013.25万元，增幅2,512.28%。

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计提水产品存货跌价准备以及佳德信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12）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为1,367.96万元，同比下降35,041.88万元,降幅96.24%。主要

原因系2019年确认新余火星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业绩补偿款所致； 

（13）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473.46万元，同比下降31,389.58万元，

降幅90.04%。主要原因系2019年公司剥离教育业务，以及报告期内采购商品支付的货款增加

所致； 

（14）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108.84万元，同比减少净流出18,990.93

万元，净流出减幅159.83%。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收到新余火星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股权回购款所致； 

（15）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46.50万元，同比下降25,643.77万元，

降幅69.5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支付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16）报告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1,411.30万元，同比增加净流入12,484.65

万元，净流出降幅89.84%。主要原因系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未来，公司将继续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依托产业链完整优势，致力于打造全球优质水产品

综合供应商，面向国际、国内市场，不断向产业上、下游进行拓展和完善。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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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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2,482,574,247.63 2,200,185,069.45 11.37% -12.71% -2.26% -45.47% 

饲料行业 1,423,019,425.12 1,200,542,764.84 15.63% 11.09% 8.55% 14.42% 

食品加工行业 1,053,477,831.39 997,150,045.10 5.35% -6.47% -1.37% -47.75% 

教育行业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100.00% 

其他 6,076,991.12 2,492,259.51 58.99% -82.23% -87.06% 35.02% 

分产品 2,482,574,247.63 2,200,185,069.45 11.37% -12.71% -2.26% -45.47% 

饲料 1,091,576,663.65 960,663,587.39 11.99% 6.51% 6.91% -2.68% 

饲料原料 331,442,761.47 239,879,177.45 27.63% 29.44% 15.68% 45.27% 

水产品加工 963,303,137.59 914,844,008.12 5.03% -7.94% -2.47% -51.40% 

生物制品 90,174,693.80 82,306,036.98 8.73% 12.77% 12.87% -0.91% 

教育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10.00% 

其他 6,076,991.12 2,492,259.51 58.99% -82.23% -87.06% 35.02% 

分地区 2,482,574,247.63 2,200,185,069.45 11.37% -12.71% -2.26% -45.47% 

国内 1,583,185,790.88 1,324,475,544.46 16.34% -4.72% 8.85% -38.96% 

国外 899,388,456.76 875,709,524.99 2.63% -23.94% -15.34% -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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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

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

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相关会计政策变

更已经本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批准。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详见2020年年度报

告全文第十二节之

“五、重要会计政策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集团自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和会计估计、28” 

1.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1. 2020年（首次）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35,446,120.19 435,446,120.19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501,193,645.55 501,193,645.55   

预付款项 40,297,159.24 40,297,159.24   

其他应收款 36,192,101.95 36,192,101.95   

存货 353,453,972.74 353,453,972.74   

其他流动资产 37,984,944.92 37,984,944.92  

流动资产合计 1,404,567,944.59 1,404,567,944.59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262,714,632.56  262,714,632.56   

长期股权投资 127,996,423.28  127,996,423.2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0,500,000.00 40,5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2,852,396.14  2,852,396.14   

固定资产 844,519,968.70  844,519,968.70   

在建工程 88,697,160.36  88,697,160.36   

无形资产 109,307,447.53 109,307,447.53  

商誉 34,316,530.71 34,316,530.71  

长期待摊费用 4,794,902.75  4,794,902.75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099,256.67  32,099,256.6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824,891.19  12,824,891.1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60,623,609.89  1,560,623,609.89   

资产总计 2,965,191,554.48  2,965,191,554.4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824,591,422.36 824,591,422.36   

应付票据 58,149,723.56  58,149,723.56    

应付账款 234,864,925.59  234,864,925.59    

预收款项 85,479,930.84  1,868,493.87 -83,611,436.97 

合同负债  83,282,950.65 83,282,950.65 

应付职工薪酬 11,110,037.76  11,110,037.76    

应交税费 11,670,817.85  11,670,817.85    

其他应付款 92,318,504.96 92,318,504.96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流动负债  328,486.32 328,4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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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合计 1,318,185,362.92 1,318,185,362.9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递延收益 44,329,410.78 44,329,410.78   

非流动负债合计 244,329,410.78  244,329,410.78   

负债合计 1,562,514,773.70  1,562,514,773.7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49,386,910.00 349,386,910.00   

资本公积 820,658,656.47 820,658,656.47   

其他综合收益 -7,409,667.95 -7,409,667.95  

盈余公积 44,096,029.39 44,096,029.39  

未分配利润 121,175,266.00 121,175,266.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27,907,193.91  1,327,907,193.91   

少数股东权益 74,769,586.87  74,769,586.8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02,676,780.78  1,402,676,780.7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965,191,554.48  2,965,191,554.48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02,055,780.26 202,055,780.26  

应收账款 43,474,165.38 43,474,165.38  

预付款项 3,081,110.00 3,081,110.00  

其他应收款 305,674,039.48 305,674,039.48  

存货 7,045,021.02 7,045,021.02  

其他流动资产 93,977.12  93,977.12   

流动资产合计 561,424,093.26  561,424,093.26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262,714,632.56  262,714,632.56   

长期股权投资 1,012,227,217.93  1,012,227,217.9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0,500,000.00 40,5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1,813,680.00 1,813,680.00  

固定资产 18,366,740.67 18,366,740.67  

无形资产 2,629,856.71 2,629,856.71  

递延所得税资产 8,108,382.30  8,108,382.3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19,829.97  1,919,829.9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48,280,340.14  1,348,280,340.14   

资产总计 1,909,704,433.40 1,909,704,433.4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15,000,000.00 315,000,000.00  

应付票据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应付账款 10,338,847.63  10,338,847.63    

预收款项 31,859,198.92   -31,859,198.92 

合同负债  31,859,198.92 31,859,198.92 

应付职工薪酬 1,387,363.09  1,387,363.09    

应交税费 113,043.96  113,043.96    

其他应付款 266,738,044.66 266,738,0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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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合计 725,436,498.26 725,436,498.2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递延收益 6,840,000.00 6,84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6,840,000.00  206,840,000.00   

负债合计 932,276,498.26  932,276,498.2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49,386,910.00 349,386,910.00  

资本公积 848,443,969.75 848,443,969.75  

盈余公积 44,096,029.39 44,096,029.39  

未分配利润 -264,498,974.00  -264,498,974.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977,427,935.14  977,427,935.1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09,704,433.40 1,909,704,4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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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12月，转让太阳油业股份有限公司，自2020年12月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2020年5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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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20年1月，注销北京百洋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自2020年1月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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