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097                                        公司简称：开创国际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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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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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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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8,776,596.90 1,736,010,055.93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4,619,125.42 813,223,997.28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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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3,126.55 -20,063,650.2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795,210,032.85 306,117,568.68 15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03,383.82 -118,164,311.5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325,508.16 -116,108,341.33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16.15 增加12.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5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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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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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2 87,148,012 0 无 0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8 16,365,313 0 无 0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8 6,852,827 0 无 

0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 5,159,937 0 无 0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1,808,967 0 无 0 

沈志坤 境内自然人 0.71 1,439,722 0 无 0 

郭燕芬 境内自然人 0.70 1,424,016 0 无 0 

豆静静 境内自然人 0.65 1,310,222 0 无 0 

张瑶 境内自然人 0.53 1,079,900 0 无 0 

吴长会 境内自然人 0.49 1,000,98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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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会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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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六方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截止 2017年 8月 1日，小间科技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3,699,6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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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捕捞总量 48,756吨，同比增加 8,104吨，营业收入 79,521万元，同比增加 48,909

万元，净利润-2,577万元，同比增加 9,236万元。 

报告期内，金枪鱼围网船队加强渔场信息共享，把控鱼货质量、启用带鱼探仪的先进电浮标，积

极组织有效生产；鱼货销售价格稳中有涨，捕捞经营效益大幅回升。报告期内，金枪鱼围网船队实现

捕捞产量 33,638吨，同比增加 11,643吨。 

大型拖网船队开展产量、成本和销售预算管理，强化绩效薪酬考核，提升鱼货品质和成本控制能

力。报告期内，大型拖网船队实现捕捞产量 15,118吨，同比减少 3,539吨。 

ALBO 公司收购后，经过一年多的运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实现了平稳过渡。公司为实现收购

后利润预定目标，不断加强内部管控，扩大原有采购渠道，降低采购成本；开发鲣鱼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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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亿元,净利润 1,248

万元。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根据新的监管审核政策，将募集资

金调整至 6 亿元，主要用于收购西班牙 ALBO 公司和新建舟山金枪鱼加工基地。2017 年 3 月 29 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2017年 8月 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7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8,338,658股新股。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

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3.2 主营业务分析 

3.2.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95,210,032.85 306,117,568.68 159.77 

营业成本 580,421,018.09 298,792,868.16 94.26 

销售费用 153,186,257.11 50,681,432.06 202.25 

管理费用 49,108,922.71 40,155,969.78 22.30 

财务费用 24,709,037.33 7,227,018.80 241.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3,126.55 -20,063,650.25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99,378.41 -396,069,236.7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488,775.17 452,936,986.97 -113.80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 ALBO公司本期 6个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导致营业收入增加；远

洋捕捞营业收入同比有所增加。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 ALBO公司本期 6个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导致营业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 ALBO公司本期 6个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导致销售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 ALBO公司本期 6个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导致管理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银行借款利息增加和汇兑损益的影响，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商品收到现金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 2016 年 6月收购 ALBO公司，今年公司未有收购

项目，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取得银行借款同比减少。 



3.3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3.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海洋捕捞 449,471,120.19 395,927,399.42 11.91 79.45 46.28 19.97 

食品加工 317,419,363.87 157,975,615.21 50.23 478.64 469.39 0.81 

水产品贸易 25,773,412.04 24,428,631.10 5.22 100.00 100.00 100.00 

合计 792,663,896.10 578,331,645.73 27.04 159.61 93.81 24.77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竹荚鱼销售 63,642,000.80 54,937,976.83 13.68 135.56 14.57 91.16 

金枪鱼销售 337,520,621.00 276,885,824.95 17.96 58.91 28.68 19.27 

磷虾销售 1,925,545.00 4,192,200.00 -117.71 22.79 97.89 -82.61 

鱼柳销售 8,326,789.39 7,316,773.93 12.13 -11.12 38.91 -31.65 

杂鱼销售 38,056,164.00 52,594,623.71 -38.20 30,570.67 36,397.28 -22.06 

罐头食品销售 317,419,363.87 157,975,615.21 50.23 478.64 469.39 0.81 

水产品贸易销售 25,773,412.04 24,428,631.10 5.22 100.00 100.00 100.00 

合计 792,663,896.10 578,331,645.73 27.04 159.61 93.81 24.77 

 

3.3.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增减（%） 

国内 299,729,654.08  275,214,225.93  78.61 97.30 

国外 492,934,242.02  303,117,419.80  258.47 90.74 

合计 792,663,896.10  578,331,645.73  159.61 93.81 

 

3.4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7,287,144.25 0.43 20,818,429.49 1.20 -65.00 
主要系 ALBO 公司正常的票

据到期变现。  

应收账款  140,391,257.90 8.22 66,551,193.52 3.83 110.95 
主要系 ALBO 公司正常信用

期内的销售款项。  

预付款项  58,947,168.69 3.45 24,582,402.12 1.42 139.79 
主要系预付捕捞许可证费

用。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其他流动资产  1,935,067.14 0.11 508,079.92 0.03 280.86 正常的未抵扣税收。  

在建工程  12,248,768.99 0.72 626,168.93 0.04 1,856.14 
主要系金枪鱼船舶大修工

程尚未完工。  

应付票据  31,022,737.54 1.82 10,647,550.50 0.61 191.36 
主要系 ALBO 公司开出的正

常票据。  

预收款项  7,939,603.27 0.46 30,444,371.07 1.75 -73.92 正常的渔货预收款。 

其他应付款  36,837,803.49 2.16 17,458,439.34 1.01 111.00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船员出

国出海津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57,347,040.00 3.36 31,784,580.00 1.83 80.42 

长期借款中一年内到期部

分。  

 

3.5 可能面对的风险 

（一）国家远洋渔业支持政策变动风险 

国家有关部门为远洋渔业企业提供了多项扶持政策，这些都为远洋渔业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若远洋渔业的扶持性政策发生变化，将给公司带来较大经营风险，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和盈利能力带来重大影响。 

（二）公司业绩波动风险 

最近几年，公司经营业绩波动较大。由于远洋捕捞业务属于农业范畴，其经济效益受气候、渔场

资源、入渔国渔业政策、鱼货价格水平、燃油及人工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公司的经营业

绩存在较大的波动风险。虽然公司正在全力开拓国内外市场，并积极延伸远洋渔业产业链，但如果行

业政策、市场环境、渔场资源或入渔国渔业政策等因素未来出现重大不利变化，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

一定影响。 

（三）本次非公开的发行风险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起开始筹划非公开发行，2017 年 3 月 29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获

中国证监会的批准。2017 年 8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7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8,338,658

股新股。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

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竞价发行方式进行，向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包

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远洋），最终能否发行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 

（四）业务整合效果不达预期的风险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收购和新建的项目是公司业务延伸至产业链下游的海产品加工和销售业务，

预期与各募投项目产生经营上的协同效应，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由于涉及海外收购和新项目建设，

公司存在对业务、人员、资产、管理等方面的整合风险。如果公司的管理能力不能跟上业务扩张和整

合的速度，可能对公司的效益和市场竞争力造成影响。 

（五）汇率变动风险 

本公司在生产经营中的物资采购、船舶维修、产品销售等业务中，均会发生外币收付等情形；本

次非公开发行中的收购 ALBO 公司 100%股权项目为海外项目，因此汇率变化将对公司的经济效益产生

一定的影响。 

（六）商誉及无形资产减值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收购 ALBO 公司使本公司形成较大金额的商誉和无形资产。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作摊销处理，但应当在每年

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未来 ALBO 公司经营业绩持续不能达标，则可能产生品牌及商誉减值的

风险，从而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七）市场拓展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的业务由远洋捕捞向下游的海水产品加工业务延伸，并建设配套的产品

销售渠道，但公司在市场开拓和销售渠道建设方面欠缺经验；同时市场对于金枪鱼等产品的接受和消

费能力可能不达预期，市场开拓的风险可能对公司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 

（八）股市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与投资者的心理预期、股票供求关系、国

内外市场环境、自然灾害等因素关系密切，前述因素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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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

版（财会[2017]15 号,以下简称“新政府补助准则”），新政府补助准则自 6 月 12 日起施行。新准则要

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

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

之上单独列表“其他收益”项目，反映应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

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新政府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

政府补助准则进行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根据新政府补助准则的内容，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财会[2017]15 号文件规定的

起始日开始执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

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

目中反映。 

其他收益调增 1,028,502.85 元 

营业外收入调减 1,028,502.85 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往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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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