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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20-32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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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除董事罗伟新外）、监事（除监事邹德志外）、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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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罗伟新的反对理由为：董事会召开时间是 4 月 28 日早上 9；30 分召开，本董事是在 2020 年 4 月 27 晚 21：07 分收

到年报资料，本董事只是对年报内容作一浏览，无法对年报所述内容和数据的真实性、合理性、公允性做出辨别意见。本董

事对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所述保留意见“本年度獐子岛公司对于成本核算方式，仍采用原先一贯方式进行，我们不能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该成本核算是否合理，无法确定是否需要对成本结转作出调整”表示同意。 

监事邹德志无法保证公司 2019 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是：由于会计事务所对年报提出了保留意见、对内

控鉴证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同时年报提供时间晚，信息量大，无法短时间内确认相关经营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故无

法保证 2019 年报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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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

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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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獐子岛 股票代码 00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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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忠吉 张霖 

办公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 6 号大连万达中心写

字楼 27 层 

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 6 号大连万达中心写

字楼 27 层 

电话 0411-39016969 0411-39016969 

电子信箱 yanzhongji@zhangzidao.com zhanglin@zhangzida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海洋产业的服务商。主要从事海珍品种业、海水增养殖业、海洋食品研发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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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装备等产业，已构建起包括育种、育苗、养殖、暂养、加工、仓储、流通、贸易等一体

化供应链保障体系。 

公司主要产品属日常消费海洋食品。主要包括鲜活食品系列（扇贝、珍蚝、鲍鱼、龙虾、

海螺等海洋珍品）、冻鲜食品系列（鱼类、贝类、虾类、蟹类等世界大洋产品）、养生食品

系列（干海参、干鲍鱼等海参和鲍鱼深加工产品）、料理食品系列（扇贝、虾、三文鱼、鱿

鱼等调理调味食品）及休闲食品系列（扇贝、虾、海螺、鲍鱼等海洋零食产品）。北纬39度

天然的海洋牧场优质资源以及公司对于食品安全和产品品质的坚守，使得“獐子岛”品牌及产

品在国内外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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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728,869,245.41 2,797,997,387.81 -2.47% 3,205,845,98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2,183,690.07 32,109,193.26 -1,321.41% -722,857,52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829,237.98 5,763,547.21 -3,324.22% -128,498,328.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3,920,414.72 291,428,284.80 31.74% 136,477,878.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15 0.0452 -1,320.13% -1.01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15 0.0452 -1,320.13% -1.01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11% 8.74% -215.85% -101.6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009,282,065.72 3,554,340,088.39 -15.33% 3,944,015,80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8,185.22 385,453,919.49 -99.57% 349,287,5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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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724,563.47 729,614,987.08 722,456,017.56 718,073,67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141,374.77 19,551,695.33 -10,437,195.25 -358,156,81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233,848.92 11,864,917.98 -13,048,603.45 -139,411,703.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91,414.51 62,505,948.24 145,354,303.20 191,651,5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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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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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3,3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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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海县獐子岛

投资发展中心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76% 218,768,800  质押 218,759,900 

北京吉融元通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和岛一

号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8.04% 57,162,685    

长海县獐子岛

褡裢经济发展

中心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21% 51,286,800  质押 51,000,000 

长海县獐子岛

大耗经济发展

中心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85% 48,705,645  质押 48,000,000 

吴厚刚 境内自然人 4.12% 29,292,000 21,969,000 质押 29,292,000 

獐子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第 1 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0.95% 6,766,033    

广东恒健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3% 4,500,000    

刘彩丽 境内自然人 0.35% 2,483,600    

长海县獐子岛

小耗经济发展

中心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3% 2,343,645    

江苏汇鸿国际

集团中鼎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0% 2,1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北京吉融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岛一号证

券投资基金、长海县獐子岛褡裢经济发展中心、吴厚刚、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中心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均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为公

司员工持股计划。2、未知剩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刘彩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60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8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8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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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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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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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9年，公司经历了海洋牧场自然灾害、市场环境震荡、公司转型重构、市场重度监管

等内外部重重考验。在众多困难之下，公司营业规模及相关市场保持稳定，公司与供应商、

客户、银行等合作伙伴关系保持稳定，公司各业态经营和员工保持稳定。 

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组织变革激发产业活力 

集团成立了贝类资源养护事业部、沿岸资源养护事业部、海参资源养护事业部和三倍体

牡蛎事业部，进一步明确各个组织的职能与分工，充分地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提

升了管理和运营质量。贝类、沿岸两个资源养护事业部创新管理模式，实行划区分管，“养管

结合”转变为“养管一体”，“看住海”收到较好成效。利用绩效激发员工潜能，提高劳动生产效

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变革成效。海参、海胆、鲍鱼及小产品等活鲜品产量与营业收入均

较同期有较大提高。三倍体牡蛎事业部在“生态优先、环境优先、生物生长规律优先”的原则

下，建立了三倍体牡蛎示范区和育肥区，实现较好经济效益，较好地完成了转型任务。海参

资源养护事业部聚焦市场和管理创新，利润指标保持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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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变革巩固产业优势 

2019年，集团创新研发技术，年内共完成立项30余项，为公司技术发展争取更多经费支

持。年内与产学研单位共同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荣誉。

在食品技术研发方面，年度内已开发新品60个，成功上市新产品30个。研发与渠道密切配合，

与客户共同创意、同步分享，精准服务消费者，确保新品成功上市。在生物技术与生态技术

研发方面，海洋牧场积极推进产学研创新平台合作及自主创新实践，通过生态大数据平台和

实时性、应急性、周期性管理，强化生态与产品的关联、科技与生产的融合，内部技术服务

体系日渐成熟。目前已转化的科研成果有三倍体单体牡蛎、“大连1号”杂交鲍等一批新品种，

报告期内，公司新技术苗种三倍体牡蛎种与苗已在长江口以北沿海海域形成产业领导力的优

势，苗种产业逐渐成为公司重要盈利支撑产业。 

三、管理变革保障产业可持续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进落实“瘦身计划”，实施“开源节流”。公司盘活各类低效资产，

合理处置生产设备、海域及闲置资产，积极争取减船转产、渔船改造等各项资产性补贴政策，

积极争取放弃海况相对复杂的海域，降本增效。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调整

架构、合并组织、优化人员，整体员工人数及用工成本得到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底播虾夷扇贝发生大规模死亡灾害，公司合计核销底播虾夷扇贝面积

435,736亩，核销成本230,525,013.90元；合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底播虾夷扇贝面积124,800

亩，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60,554,409.60元，上述核销及减值对公司2019年经营业绩产生较

大影响，导致公司出现大额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升加工类产品、贸易类产品、苗种类产品盈利能力，持续优化公

司整体盈利结构。虽然底播虾夷扇贝对公司整体收入及盈利能力的支撑呈逐渐下降趋势，但

公司在养殖板块的海螺、海参、鲍鱼、海胆等多元化的土著养殖品种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2019年度，公司苗种类产品收入9,282万元，同比增长7,059万元，增幅318%；活海胆收入3,060

万元，同比增长1,794万元，增幅142%；牡蛎收入2,951万元，同比增长1,759万元，增幅147%；

海螺收入8,643万元，同比下降3,178万元，降幅27%（为海螺采捕作业天数较同期减少所致）；

活鲍鱼收入15,032万元，较同期略有下降。在食品加工版块，休闲即食类产品收入10,227万元，

同比增长2,403万元，增幅31%；海参加工品收入19,092万元，同比增长642万元，增幅3.5%。 

2019年，集团时刻保持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透明沟通，得到了各债权行的大力支持，基

本上稳定了现有的信贷信用额度，优化了再融资续贷模式，保障了公司运营安全和重大生产

季节的及时支付，年内贷款总额由年初的26.79亿元下降到年末的24.98亿元；信贷周转中没有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发生一笔欠息或者逾期的失信行为。 

公司灾后重建计划及实施情况如下： 

1、进一步关闭海上敞口风险。 

规划完成放弃海况相对复杂的海域或暂停部分适用海域约150万亩，根据海域使用相关规

定，每年可节约用海成本约7,000万元。自2020年始，底播虾夷扇贝由规模发展阶段向中试探

索阶段调整，以优化适合本地生态系统条件的虾夷扇贝新技术、新良种、新模式，每年中试

虾夷扇贝约10万亩，基本关闭底播虾夷扇贝增养殖风险。同时，根据保留海域面积及生产规

模进一步缩减海洋牧场组织架构，降低增养殖生产成本。 

2、加强土著品种养护的标准建设。 

参照MSC标准，建立海上藻场和海底森林等生态系统，实施配额管理的资源养护模式，

巩固加强海参、海螺、海胆、鲍鱼等土著品种的资源培育，逐步建立海底生态环境的良性循

环，提高可持续盈利能力。在保持2019年正常的养殖业务收入和利润水平基础上，力争实现

更高增长。在日常生产工作中，公司执行海螺采捕流程，控制采捕量和采捕规格，杜绝乱采

乱捕的现象，细化沿岸增殖区和深海资源区管理，保证海螺种群均衡产出。按照海胆产品的

规格、重量以及海底资源存量情况控制采捕量，并通过藻场改造来促进水下生态系统平衡，

为海胆提供优良的栖息环境，增加海胆自繁能力。加强对优质鲍鱼品种的研发，紧密跟踪鲍

鱼苗种的生长情况，并严格控制苗种底播数量和年采捕量。 

3、扩大种与苗产业规模。 

提高三倍体种与苗产出能力，将在三倍体牡蛎种与苗已在长江口以北沿海海域形成产业

领导力的优势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提升在长江口以南沿海海域的产业贡献率，逐步建立三倍

体牡蛎养殖示范区、育肥示范区，提高珍蚝品牌市场运营能力。同时优化现有太平洋、葡萄

牙牡蛎四倍体群体，加快扇贝、鲍鱼等四倍体技术研发，为未来发展持续储备能量。2018年

-2019年，公司三倍体牡蛎苗种产能均较同期实现翻番增长。目前，公司的三倍体牡蛎苗种已

基本覆盖长江以北的所有沿海地带，并已在长江以南的诏安、广东、广西等地区试养成功；

未来公司将加大力度建设南方育肥示范区。 

4、深度运营阿穆尔鲟鱼产业。 

公司从2011年开始进入鲟鱼产业，目前公司参股的云南阿穆尔鲟鱼集团已掌握了全产业

链的育养技术，完成了资源培育、加工技术能力、国外市场资质等功能建设，所拥有蓄养存

栏的多种鲟鱼产品，资源量储备优势明显。目前，阿穆尔品牌鱼子酱已出口欧洲、美国、日

本、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育的苗种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为打开国内市场，公司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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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鱼子酱销售部，将大力开发国内鱼子酱市场。 

5、加快落地“瘦身计划”。 

一是聚焦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核心项目，加快处置与主业关联度低的、资金占用大的资产，

回拢资金，偿还贷款，降低资产负债率；二是以回收投入和激活机制为目标，出让核心产业

项目部分股权，提高公司综合投资回报率；三是优化组织架构，招录优秀人才，完善绩效机

制，减少管理费支出20%以上。目前，公司出让了广鹿海域使用的租赁权暨海底存货、中央

冷藏部分股权，处置了分子公司所属的相关废旧闲置物资等，持续推进降本增效举措。 

6、扩大海洋食品业务。 

一是进一步聚焦“獐子岛海参”食品。加强品牌运营，整合国内外优势海参资源，推进线

上与线下市场网络融合服务，建立城市或地区总代理机制，与经销商共享增长，保持海参业

务逐年连续增长态势。 

二是放量运营“獐子岛休闲食品”。释放獐子岛联合品牌能力，合作好国内零食连锁巨头

运营平台；借力商超、便利、电商等渠道，做大KOKO市场份额，加速市场放量增长。 

三是加快“獐子岛味道”系列海洋食品市场建设。释放獐子岛国际合作伙伴整和海外优质

资源基地的能力，建立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协同机制，做好“买”与“卖”；同时，以用户为中心，

加强公司食品研发能力建设。 

目前在海参产品方面，公司推出佛跳墙新品，让海参入菜更加餐饮化。为迎合消费者需

求，公司还升级了调味海参产品，进一步提高消费者接受度。同时，公司将继续加大海参品

类在餐饮渠道和电商渠道的投放比例，并通过加盟渠道开展百城联动，让消费者感受海参产

品，了解企业品牌。在休闲食品方面，公司一方面强化与核心客户战略合作关系，联合定制

推出多款爆款新品，采取流量产品完善优化与新品驱动策略，保持了休闲零食业务的快速增

长；另一方面稳步推进自有品牌獐子岛Koko系列休闲食品运营，推出引领海洋零食新风尚的

每日海鲜系列产品，产品成功入驻多家商超和连锁便利系统。同时积极拓展新市场，实现休

闲海洋食品首次出口海外市场。在食品研发方面，公司落地“食材向食品企业”升级战略，围

绕核心资源、核心客户、自有工厂和自有渠道需求，战略开发与客户定制相结合，精准研发

新品。推出多口味扇贝、喵爪鲍鱼、半壳鲜贝、尚潮了即食海参、参冬冬、獐潮了鲍鱼、蚝

蛎斯等适合休闲零食、餐饮流通、商超、专卖、国际贸易等渠道的新产品。年度开发新品60

款，成功上市30款。 

7、降低财务费用。 

主动透明与银行业协会、债委会、各银行合作，争取灾后重建资金支持政策和优惠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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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降低财务费用。目前，中国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银行已经完

成了对公司贷款基础利率(lpr)的调整，中国建设银行和中信银行等银行也在积极与公司对接

组织贷款基础利率的调整；已较大幅度上实现了公司减少利息的计划。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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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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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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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

日起执行。 

（2）新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

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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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公司将执行财政部2017年3月31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以及2017年5月2日发布修

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 

（2）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新金融工具准则 

（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金融资产分类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

“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分为“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在新金融工具准则

下，公司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

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

调整。 

2、新财务报表格式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相关要

求，公司将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

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3）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4）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5）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

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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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准则衔接规定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

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所在

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

表产生重大影响。 

2、新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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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八中合并范围的变更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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