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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992                             证券简称：中鲁 B                             公告编号：2019-26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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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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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 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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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32-55717968 0532-55715968 

电子信箱 zl000992@163.com zl00099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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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468,659.14 440,322,776.97 1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420,094.20 22,601,899.21 2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8,012,400.46 22,614,705.64 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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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40,847.30 21,814,612.31 -119.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8% 3.14%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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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299,204.68 1,213,282,583.68 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1,891,627.93 803,507,440.24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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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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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蔡浴久 境内自然人 1.23% 3,274,200 0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
t Client 

境外法人 0.80% 2,118,736 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74% 1,974,6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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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 1,939,154 0   

王东升 境外自然人 0.46% 1,215,203 0   

黄嘉仪 境外自然人 0.39% 1,048,687 0   

林名禹 境内自然人 0.36% 965,5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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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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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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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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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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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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546.87 万元，较去年同期44,032.28万元增长17.07%；实现利润总额3,217.25万元，较去

年同期2,305.10万元增长39.57%；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842.0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81.82万元，增长25.74%。资产总额

128,029.92万元，较期初余额增长5.52%。 

    （1）远洋捕捞：公司加纳项目的5组围网捕捞船，本报告期生产捕捞作业情况良好，捕捞产量达到预期目标；金枪鱼延

绳钓捕捞业务，科学决策，合理调度渔场，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和船舶坞修时间，捕捞产量高于预期，想方设法克服鱼价下降

的不利因素，拓展销售模式，加大成本管理，提升经济效益。本报告期远洋捕捞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9,337.80万元；实现利润

总额2,175.04万元,同比增长596.99%。 

    （2）运输租赁：细化生产经营管理，强化船舶海上安全，提高船舶出航率，确保船舶营运率。精心调度船舶运行，加

强海上及岸上责任落实，细化船舶的维修保养，保障船舶安全航行天数；狠抓企业管理，加强内部控制，向精细化管理要效

益。为扩大船队规模，提升综合实力，公司新购置一艘船龄年轻的远洋运输船，该船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高，船舶将于近

期回航交付并将在下半年投入运营。本报告期运输租赁板块实现营业收入4,808.86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1,147.56万元，同比

下降15.25%。 

    （3）冷藏加工贸易：企业通过经营创新、科技革新提高企业竞争力，延伸精细化管理，积极推进加工机械化、生产自

动化，创新生产工艺，提高加工成品出成率和生产加工效率，与高校智库合作开发新产品，优化产品构成，开拓新市场，在

全国几个主要城市设置配送中心并辐射周边区域，从而拓宽宣传渠道、销售渠道。但因国际市场销售价格不断下滑，增值税

税率、出口退税率下调导致采购成本增加，使本报告期同比盈利水平有所下降。本报告期冷藏加工贸易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33,857.96万元；实现利润总额753.18万元，同比下降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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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27、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

更” 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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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卢连兴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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