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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除董事 MAY XIA SHUO SHI 外，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本报告已经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董事会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

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1.3  本报告中的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声明：保证公司本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66,451,286.18 67,410,627.76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40,094,993.21 -239,669,654.19 -0.18%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年初至本报告 

期末 

年初至本

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30,265.49 100.00% 30,265.49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8,002.21 133.53% -425,339.02 -1304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15,955.37 -52.23% -529,432.70 -16258.54%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153.74 -42.30% -953,632.20 -14280.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5 150.00% -0.003 -149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5 150.00% -0.003 -149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持股表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1、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3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34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1）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名

次 
股东名称 

本期末持股

数（股） 

持股占总

股本比例

(%) 

持有股

份的质

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性质 

1 

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户 

57,101,267 36.00 未冻结 流通股 

2 
中惠融通投资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 
38,482,368 24.51 未冻结 非流通股 

3 
北京清华科技园发展中

心 
8,000,000 5.09 未冻结 非流通股 

4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4,306,249 2.74 未冻结 非流通股 



5 张静渊 3,814,240 2.43 未冻结 非流通股 

6 
宏亿隆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366,136 0.87 未冻结 非流通股 

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348,483 0.86 未冻结 流通股 

8 李兰 1,337,611 0.85 未冻结 非流通股 

9 彭汉光 640,000 0.41 未冻结 流通股 

10 杨文兵 616,003 0.39 未冻结 流通股 

（2）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名

次 
股东名称 本期末持股数（股） 股份种类 

1 
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57,101,267 流通股 

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48,483 流通股 

3 彭汉光 640,000 流通股 

4 杨文兵 616,003 流通股 

5 王宁鲁 464,000 流通股 

6 高宏 440,800 流通股 

7 孙树春 426,359 流通股 

8 厦门鑫临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359,968 流通股 

9 周明 331,400 流通股 

10 厦门市居泰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19,737 流通股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告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总

收入 
30,265.49 30,172.41 0.31% 

本报告期内的营业

收入与上年同期基

本持平。 

管理费

用 
1,158,367.39 1,117,961.67 3.61% 

本报告期内管理费

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的主要原因为：报告

期内的日常经营管

理费用增加。 

财务费

用 
-636,730.13 -1,103,356.25 -42.29% 

本报告期内的财务

费用比上年同期减

少的主要原因为：报

告期内公司银行账

户被冻结，导致闲置

资金定期存款利息

收入减少。 

营业外

收入 
104,093.68 0.00 100.00% 

本报告期内的营业

外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加的主要原因：报

告期内公司收到案

号为 2018闽 0203

执 6066号执行款，

及因新冠病毒疫情

社会保险中心给企

业的稳岗补贴。 

净利润 -425,339.02 -3,236.43 -13042.23% 

本报告期内的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的主要原因为：报告

期内收入减少，日常

经营管理费用增加。 

经营活 -953,632.20 71,805.76 -14280.72% 本报告期内经营活



动产生

的现金

流量净

额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比上年同期减

少的原因为：报告期

内收入减少，日常经

营管理费用增加。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事

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权分

置改革 

中惠融

通 

    承诺在 2017年度内发起重大资产重

组，向公司置入具有可持续经营能力和盈

利能力的优质资产，同时在重大资产重组

后第二年开始的未来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海洋股份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含本数）1.2亿元的业绩承诺，以促使

公司尽快具备申请重新上市的相关条件。 

2017

年 3

月 

2017年

度内 

尚在寻找

合适的重

组资产中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继续为亏损,亏损的主

要原因为公司尚未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主营业务尚未正式开展，子公司-深圳海

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代理销售的大连蚂蚁岛即食野生海参的业绩不佳。 

3.5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序

号 原告 

/申请人 

被告 

/被申请人 
案由 

涉及 

金额 

占期

末净

资产

比

是否

形成

预计

负债 

临时公

告 

披露时

间 



 

未结案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上表序号 1的诉讼： 

进展情况：该诉讼至今未收到开庭通知，尚未开庭审理。 

对公司的影响：该诉讼为行政诉讼，没有诉讼金额，不会形成公司的预计负债。公司

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例% 

1 宏亿隆投

资管理有

限公司 

 

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 

第三人：厦

门海洋实业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宏亿隆公司诉股转系统，将

海洋股份列为第三人，请求

判令股转系统对宏亿隆公司

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提出

《控告书暨要求履行法定职

责的申请》中的申请事项，

依法作出处理结果；2、请求

确认股转系统在 2017 年 5

月 3 日接到宏亿隆公司《控

告书暨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

申请》后，未在法定期限内

作出处理结果的不作为行为

违法。 

无 - 否 2017年

8月 9

日 

2 

厦门市钧乾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厦门海洋实业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海洋公司将思明区

蜂巢山路 3 号的土地和房屋（以下简

称“本案讼争房产”）交付给原告； 

（2）请求判令被告海洋公司立即将思

明区蜂巢山路 3 号的水表、电表的用

户名称变更至原告名下，并承担变更

费用； 

（3）请求判令被告海洋公司立即将思

明区蜂巢山路 3 号土地使用权、房屋

所有权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评估价

为人民币 27,298,400 元）；若不能过

户，则被告海洋公司应当赔偿原告损

失（以评估价人民币 27,298,400 元加

上自 2017年 1月 7日起至被告实际付

清赔偿金之日止、按月利率 1.5%计算

的损失，暂计至 2020 年 5 月 6日，损

失金额为 43,677,440 元）, 

（4）请求判令被告海洋公司立即交付

思明区蜂巢山路 3 号的土地和房屋自

2016年 12月 27日起至被告实际将该

土地和房屋移交给原告之日止的收益

（暂估至 2020年 4月 26 日，收益为

人民币 3，306，976.8 元） 

（5）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评估费等由

被告海洋公司承担。 

46,984,

416.8

元 

- 是 
2020 年 

6 月 23 日 

 总计     - - 



2、上表序号 2的诉讼： 

进展情况：案件还在法院审理中 

 

对公司的影响：该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取决于诉讼的最终判决结果，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6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7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3.8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3.9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第四节 附录 

 

4.1 资产负债表 

                            2020年 9月 30 日               单位：元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1,148,810.60 45,109,625.8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19,527,250.00 19,555,750.0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41,248.69 15,248.6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2,725,690.97 2,725,690.9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66,443,000.26 67,406,315.46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285.92 4,312.30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8,285.92 4,312.30 
资 产 总 计 66,451,286.18 67,410,627.76 

 

资产负债表（续）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55,768.09 243,704.16 

  应交税费 2,867.72 18,934.21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306,162,643.58 306,167,643.58 

  应付分保账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06,221,279.39 306,430,281.9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325,000.00 65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25,000.00 650,000.00 

负债合计 306,546,279.39 307,080,281.9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57,021,602.00 157,021,602.00 

   资本公积 245,363,531.69 245,363,531.69 

   减：库存股 - - 

  盈余公积 14,452,626.75 14,452,626.75 

 一般风险准备 - - 

  未分配利润 -656,932,753.65 -656,507,414.63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40,094,993.21 -239,669,654.19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0,094,993.21 -239,669,654.1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6,451,286.18 67,410,627.76 

 

 

4.2 利润表 

    2020年 1-9月                   单位：元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一、营业总收入 30,265.49 30,172.41 

 其中：营业收入 30,265.49 30,172.4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59,698.19 33,408.84 

  其中：营业成本 25,221.24 18,803.42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12,839.69  

     管理费用 1,158,367.39 1,117,961.67 

     财务费用 -636,730.13 -1,103,356.25 

          重整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填列）   

三、营业利润 -529,432.70 -3,236.43 

     加：营业外收入 104,093.68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25,339.02 -3,236.43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425,339.02 -3,236.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25,339.02 -3,236.43 

 

4.3 现金流量表 

   2020年 1-9月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4,200.00 35,000.0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43,306.19 1,110,940.4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77,506.19 1,145,940.4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40,134.3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42,218.45 538,109.88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502.56 1,141.20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71,417.38 94,749.2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31,138.39 1,074,13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3,632.20 71,805.7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7,183.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07,183.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7,183.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960,815.20 71,805.7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5,109,625.80 41,798,153.8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1,148,810.60 41,869,959.65 

 

4.4 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未经审计。 

 

 

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