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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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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谢峰 因工作原因 濮韶华 

董事 马云 因工作原因 朱继宏 

独立董事 吕毅 因工作原因 马莉黛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8年半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开创国际 600097 华立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涛 陈晓静 

电话 021-65686875 021-65690310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安浦路661号3号楼3楼 上海市杨浦区安浦路661号3号楼3楼 

电子信箱 ir@skmic.sh.cn ir@skmic.sh.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865,182,114.37 1,801,140,797.46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00,007,018.36 1,521,432,308.57 -1.4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937,697.40 -2,473,126.5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935,369,670.15 795,210,032.85 1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76,798.67 -27,103,383.8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20,075,334.31 -27,325,508.16 不适用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 -3.3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3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02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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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26 101,811,538 14,663,526 无 0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02 16,923,114 0 无 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信托元宝 34号单一资

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8 7,667,731 7,667,731 无 0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1 7,241,527 0 无 0 

大连隆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2 5,600,000 5,600,000 质押 5,600,000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7 5,466,737 0 无 0 

隋启海 境内自然人 1.59 3,833,866 3,833,866 无 0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9 3,833,865 3,833,865 无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雪月 1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6 3,753,447 0 无 0 

布谷鸟（北京）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4 3,237,48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上述前十大股东中，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纳木纳

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布谷鸟（北京）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2017年 7月 28日，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长会、北

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布谷鸟（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六方共同签署

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截止 2018年 6月 30日，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34,944,3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50%。 

2、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华福大连隆泰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简称“华福资管计划”）管理人，公司股东账户名称为北方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北方信托元宝 34号单一资金信托，华福资管计划和大连隆泰实际

控制人均为励振羽。资产托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最终的一般级委托人为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该公司实际



控制人系励振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度，公司继续加快推进产业链建设和发展，努力提高捕捞产量与市场份额，经

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态势，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报告期内，公司捕捞总量 58,718

吨，同比增加 9,962吨，营业收入 93,537万元，同比增加 14,016 万元，净利润 2,176 万元，同

比增加 4,753万元。 

围网船队积极组织有效生产，实现渔场资源信息共享，把控渔货质量，充分发挥直升机、电

浮标等先进助渔设备，提高捕捞作业的精准度与生产效率，船队捕捞生产同比呈现稳增长。船队

创造了单船月平均产量的最高记录，生产经营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报告期内，金枪鱼围网船队实

现捕捞产量 40,839吨，同比增加 7,201吨。 

大拖船队紧密围绕有效生产目标，把控产品质量，全面实行预算管理，强化绩效薪酬考核，

以安全生产和节能降耗的双促进来实现船队应有效益，为船队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报告期内，大型拖网船队实现捕捞产量 17,879万吨，同比增加 2,761吨。 

ALBO公司收购后，经过二年多的运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在实现了平稳过渡的基础上，营

业收入呈现增长。公司为实现收购后利润预定目标，不断加强内部管控，继续推行全面预算管理，

在稳固现有市场份额前提下，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适时推进自有产品运营的电子商务发展，

拓宽国际市场产品销售渠道，不断提升盈利能力。报告期内，ALBO公司实现销售额 3.53亿元,同

比增加 0.36亿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