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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通过深交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参与 2020 年度业绩说明

会的广大投资者。 

时间 2021 年 4 月 1 日 15:00-16:0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中水渔业董事长宗文峰先生、总经理叶少华先生、总会计师刘振水先生、董

事会秘书杨丽丹女士。 

 一、公司经营情况简要介绍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2020 年公司生产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非常严峻。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

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截至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部分

国家疫情尚未出现拐点。疫情使许多国家的产业供应链无法正常运行。从行

业来说，疫情对远洋渔业行业造成沉重打击，在多重因素影响和打击下，水

产行业遇到严重困难，远洋渔业面临重重挑战。水产品特别是冷冻水产品带

有新冠病毒的说法在社会上被广泛传播，加剧了行业的经营困难。随着疫情

的不断蔓延，各国陆续出台了戒严禁令等严格的防控措施，给船舶靠港、渔

需物资补给、人员轮换、船舶修理以及鱼货的运输等正常生产运营带来困难。

再加上项目所在国经济欠发达、医疗技术落后、防疫条件和能力有限、中外

籍船员聚集性工作和生活等特点，使保障陆地管理和技术人员、中外籍船员

的人身健康安全任务异常艰巨。此外，新冠肺炎的大流行推迟了 2020 年日

本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日本是金枪鱼消费大国，疫情使金枪鱼国际市场雪上

加霜。 

    2020 年疫情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巨大挑战和压力，一是疫情给公司带来

全方位的冲击，包括船队作业、补给、渔船修理、人员轮换、鱼货销售等各

方面，挑战压力巨大。二是受全球经济下滑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超低温

金枪鱼市场消费降至冰点，产品滞销，价格大幅下降，给企业效益造成严重

影响。三是国际贸易争端使公司以美国市场为主的部分产品和贸易业务出现

停滞。四是因周期性的资源波动，部分区域金枪鱼单船产量出现历史低点，

再加上因疫情影响停止了冷鲜鱼加工出口，严重影响了当期效益。五是国际

渔业组织和入渔国加强监管，对境外项目运营造成较大影响。六是公司“调

结构”工作尚在稳步推进中，业务结构单一的状况尚未扭转，受资源市场影

响波动大，新业务新项目还在培育过程中，还没有对效益形成有力支撑，抵

御风险能力还不强。面对困难和问题，公司上下一心，全力以赴积极应对，

采取多方面措施，努力克服困难，保持公司稳定发展。 

    2020 年，公司继续坚持“捕捞为基、构筑平台、调整结构、升级转型”



的战略方针。首先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把员工、尤其是境外项目人员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为境外项目采购

防疫物资，缓解其燃眉之急。全体员工认真遵守所在地或项目所在国疫情防

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工作，公司未出现一例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为各项

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次，因势而变，保生产经营稳定。公司坚持

实事求是、因势变化的原则，综合考虑成本、效益、人员、市场等诸多因素，

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根据各项目、各船的具体情况，因项目施策、因船

施策，采取停船、转场、自动休渔、提前报废船舶、拓展市场等一系列举措，

努力做到降本增效；再次，加快转型升级，其他重点工作不停步。在公司的

战略实施重点由巩固捕捞基础，向产业链后端延伸，积极拓展渠道加大销售

工作力度，大力推动公司融资项目，快速推进在舟山建设国内渔业综合基地

等工作。 

    2020 年，在资源和外部环境极为不利的背景下，公司稳生产控质量夯实

主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积极作为，打造后端产业链；强化思想引领，凝

心聚力带领员工攻坚克难；在无一例疫情感染的情况下，生产经营保持稳定，

公司向升级转型的战略目标不断迈进。公司共捕捞各种鱼货 16,544 吨，同比

去年 15,928 吨增长 3.87%；受销量和售价大幅下降的影响，实现捕捞收入

35,586 万元，同比去年 43,021 万元降低 17.28%，实现利润总额-15,693 万元，

比上年同期 2,036 万元降低 87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397

万元，同比上年同期 2,248 万元降低 785%。 

  二、问答环节： 

  提问 1：请问股东人数？ 

答：您好，截止 3 月 31 日，公司股东人数为 38187 人，谢谢！ 

  提问 2：公司参与研发项目不少，研发费用增长迅速，这些项目能为公司带

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公司高度重视科创工作，科技投入不断加大，科创管理制度正逐步

完善。 公司于 2019 年成立了“国家远洋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水渔业分

中心”，通过与有关科研单位合作，开发适合公司需要的新技术新产品，为

助力中水渔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条件。2020 年，公司大滚筒智能钓机项目入选

集团重大项目管理清单，具体工作已经按计划展开。公司参与的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蓝色粮仓科技创新”专项项目成功立项。 公司将在已取得的科技

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渔业领域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加快研发成果向生

产实践的转化，争取尽早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谢谢您的关注！ 

 提问 3：公司年报披露，本期受疫情影响，发生鱼货滞销以及销售价格下降，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343 万元，占利润总额比例达 21.30%。请问公司目前是

否仍存在鱼货滞销的情况？在加强对库存鱼货的管理方面有何举措？ 

 答：目前仍有滞销情况，但与去年同期相比，销售情况有好转趋势，随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相信公司未来销售情况会逐步恢复正常。 

 提问 4：为应对渔业资源波动等风险，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提及“延展产

业链条”和“注重品牌建设”，请问公司在这两方面未来有何具体规划？ 

 答：为改善中水渔业在业务结构主要集中在捕捞端的现状，公司计划将

在产业链条延伸等方面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一是拟建设金枪鱼研发、加工中

心等项目；二是积极拓展渠道，加大终端销售力度，积极探索开发国内金枪

鱼销售新模式。在国内主要经济区域构筑销售平台，择优选择当地具备销售



渠道、冷链设施、且具有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能力的企业密切合作，共建共

享金枪鱼市场。三是积极推进海内外远洋渔业综合基地建设等开发工作。谢

谢您的关注。 

 提问 5：中农发集团作为贵公司控股股东，请问今年对贵公司有何战略规划，

是否会注入优良资产？ 

 答：您好，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农发集团于 2016 年 3 月做出了《关于避

免与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相关解决方案》的承诺，提出按

照＂一企一策、成熟一家、推进一家＂的原则，持续推进远洋渔业重组整合，

将经营业绩良好、符合上市条件的资产注入中水渔业。截止目前集团初步兑

现承诺事项，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中国农发集团继续严格履行承诺事项。谢

谢您的关注。 

 提问 6：请介绍一下金枪鱼船规模和情况，如何应对船龄长问题？有没有安

全隐患？ 

 答：中水渔业现拥有金枪鱼延绳钓船达到 72 艘，规模位居国内前列，

是我国在中西部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最大的金枪鱼延绳钓捕捞企业。我们的

渔船大部分为进口渔船质量及机械设备状况较国内同龄船好，船况符合安全

生产要求；同时，公司会对船舶定期进行更新改造，确保安全生产。谢谢您

的关注。 

 提问 7：请问贵公司在国企改革方面有何举措？  

 答：您好，中水渔业作为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将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为抓手，在完善治理、健全体制、激发活力、提高效率上下更大功夫，

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探索市场化改革力度，着力深化劳动、人

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不断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完善专业化、体系化、

法治化管理，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谢谢您的关注。 

 提问 8：公司 20 年亏损原因是什么？21 年有何措施扭亏？ 

 答：2020 年经营指标整体完成情况很不理想，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叠

加影响：一方面受疫情的严重冲击，市场消费降至冰点，产品滞销，价格大

幅下降，各项成本上升，对当期效益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因周期性的

资源波动，南太金枪鱼单船产量出现历史低点，再加上因疫情影响停止了高

价值的冷鲜鱼加工出口，影响了当期效益。 2021 年主要措施：一是继续做

好防疫工作；二是公司要把控成本、减损耗、去库存作为重点，继续深度挖

潜、降本节支；三是积极开拓金枪鱼的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逐步培育品牌、

培育市场；四是加强安全合规管理工作，高度重视风险防控；五是推进科技

创新，加快科技赋能步伐。2021 年，公司将坚定不移执行公司战略，勇于面

对压力、接受挑战、迎难而上、努力拼搏，争取为公司及广大股东创造更多

的价值回报。 

 提问 9：公司一季度各项业务是否正常？公司管理层是否有改善 2021 年业绩

的经营计划？ 

 答：公司一季度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公司管理层已经制定 2021 年的

经营计划并扎实推进落实。谢谢！ 

 提问 10：在公司捕捞业务中，各主要细分品类的金枪鱼产销量占比分别为多

少？公司对其未来销售价格趋势有何判断？  



 答：2020 年度，在公司捕捞业务中，超低温金枪鱼产量占金枪鱼产量比

40%，低温金枪鱼产量占金枪鱼产量比 60%。超低温金枪鱼销量占金枪鱼销

量比 36%，低温金枪鱼销量占金枪鱼销量比 64%。受全球疫情影响，超低温

金枪鱼价格 2020 年度达到历史低点。鉴于公司产品为绿色无污染、有配额

限制的稀缺产品，目前全球捕捞船舶数量有所下降，销售价格有望逐渐恢复。 

 提问 11：目前中水渔业市值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管理层有哪些措施？ 

 答：您好，公司市值的提升首先需要苦练内功，切实提高公司发展质量

和自身价值；同时也感谢广大社会股东给予公司的支持与信任。中水渔业将

进一步巩固夯实捕捞主业基础，提升公司主业规模化效益水平；持续推进降

本增效，努力做到控本经营；加快科技赋能步伐，提高生产效能；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增强企业实力。谢谢您的关注！ 

 提问 12：请问总经理，如何看待未来远洋渔业行业发展？ 

 答：我国远洋渔业经过 30 多年发展，生产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是主

要业务集中在捕捞环节，与渔业发达国家比较，我国远洋渔业发展还有很大

空间。预计未来发展的重点是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发展水产品加工、

贸易等；同时加强渔业生产服务支撑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国外渔业基地和海

上生产平台，开展渔港码头、鱼货仓储物流等增值业务。谢谢您的关注。 

 提问 13：您好，目前远洋渔业的国际环境如何，政策有什么变动，中水渔业

是否受其影响？ 

 答：您好，远洋捕捞行业随着各沿岸渔业国家相继实施专属经济区和各

大洋成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管理组织，世界海洋渔业资源已经进入“保护重

于开发”的时代。各资源国基本上已对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资源进行强制

管理，把渔业资源管理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控制捕捞规模、提高入渔门槛、

强化资源保护和捕捞活动监控；公海大洋性渔业进入国际化管理时代，区域

性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纷纷建立，单一大洋性资源鱼类的国际管理组织也开始

组建完善，总的趋势是通过准入许可和配额总量控制等措施，进行动态渔业

管理，实现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中水渔业将做好国际渔业履约的各项工作，

做负责任的远洋捕捞企业。谢谢您的关注！ 

 提问 14：请问董事长，公司未来有何新的利润增长点规划？ 

 答：一是做好捕捞业务（存量业务），把控成本、减损耗、去库存作为

重点，继续深度挖潜、降本节支，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科技赋能步伐，提高

捕捞效率；二是积极开发金枪鱼新产品，培育品牌，加大金枪鱼产品的国内

外市场开拓力度，延伸产业链；三是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确保产品安全；四

是加强安全合规管理，重视风险防控。谢谢！ 

 提问 15：请问贵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怎样激励员工的积极性？ 

 答：一是用人机制，树立“优化管理”的理念，严格控制机构部门岗位

设置和管理人员数量，通过优胜劣汰，提高单兵业务素质；要实施境外基地、

海上人才培养工程，优秀管理人才、业务骨干向生产一线倾斜。二是用工机

制上，要精兵简编，鼓励一岗多能，固化和稳定一支海上优秀职务船员队伍，

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劳务市场竞争；新进员工要派往境外或基层进行工作锻

炼；境外项目管理人员要尝试市场化、本土化、国际化。三是优化薪酬、考

核机制，大胆探索薪酬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绩效考核体系，针对不同层

次和类别的员工，实行差异化考核激励，以经营业绩为导向，建立绩效考核



 

 

 

与薪酬分配、岗位晋升、职业发展、教育培训等体系的联动机制。四是探索

中长期激励机制，在新增业务、项目中探索新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员工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使其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

谢谢您的关注。 

 提问 16：远洋捕捞风险大，全球疫情当前，公司是如何规避财产和人员风险

的？ 

 答：中水渔业是最早从事远洋捕捞的企业之一，多年来形成了一套行之

有效的财产及人员的风险保护措施。当前形势下，疫情防控工作是各项工作

的前提，我们会继续高度重视国内外疫情防控工作。尤其对境外项目，在做

好防疫工作的同时还要重视船员心理安抚工作，加强心理疏导，确保船员队

伍稳定，利用渔船回国等机会妥善做好船员轮换工作。另外根据国家的相关

规定，公司不断完善安全生产制度和操作规程。本着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

经营理念，把人员和财产风险降至最低。谢谢关注！ 

 提问 17：金枪鱼国内和国外的销售业绩哪个更好？ 公司会否考虑疫情因素

而调整国内、外销售比例？ 

 答：2020 年度我公司金枪鱼国内销售收入占比 62%，国外销售占比 38%。

疫情后，公司积极调整销售策略，努力开拓国内市场，提高国内销售占比。

谢谢您的关注！ 

 提问 18：公司是否会转型？如何转型？ 

  答：请参考上面有关产业链延伸相关问题的回复，感谢您的关注！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1 年 4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