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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8                            证券简称：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2022-061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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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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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室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 31 号中水大厦 613 室 

电话 （010）8806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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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76,477.58 201,447,199.47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154,934.70 4,418,634.91 1,0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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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53,937,256.26 2,749,612.14 1,861.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470,284.02 47,741,948.01 -25.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33 0.0138 1,0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33 0.0138 1,0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2% 0.72%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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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8,279,042.61 1,011,943,437.40 4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3,840,100.45 521,101,551.36 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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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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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或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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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 46,204,013 3,19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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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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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2,378,391 

潘立明 境外自然人 0.72% 2,285,300 -259,800 

胡光剑 境内自然人 0.70% 2,251,206 -6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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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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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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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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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2 年 1 月 11 日,公司和中国农发集团签订《系统内融资协议书——续借》,短期借款 16,2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利率 3.85%，借款期限 12 个月，从合同约定起息日起计息，原已签订的借款协议同时废止。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公告 2022-003。 

2.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水北美公司拟对位于洛杉矶的洛东仓库、宿舍和办公楼三项固定资产在公开市场上以不低于资

产评估价值的价格进行公开转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2022-004)。本报告期末宿舍已转让完毕。 

         3. 为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中国水产有限公司 、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和烟台海洋渔业有限公司三家公

司委托中水渔业对其金枪鱼板块业务进行经营管理，并就此事宜签订托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2022-043。 

        4.2022 年 6 月 13 日，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裁定新阳洲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本案破产清算工作已经完

成，裁定如下：终结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案件受理费 218,398.85 元，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支付。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2022-045。 

         5. 2022 年 3 月 2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4 月 6 日收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68 号）。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公告 2022-025、2022-026。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8,600,000 股新股。公司本次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6,403,712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8.6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9,999,997.44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1,197,605.7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8,802,391.68 元。公司已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2022 年 6 月 28 日，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与建行西单支行、交行北京农科院支行、农商行总行营业部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2 年 7 月

5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总股本由 319,455,000 股增加至 365,858,712 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公告 2022-047—050。 

 

 

  

  董事长: 宗文峰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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