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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三木水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

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

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

告进行了审计，并且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李慧妍 

电话：0532-58802698 

电子信箱:yanyan19830408@126.com  

办公地址:青岛市城阳区青大工业园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7年 2016年 增减比例 

总资产 141,218,626.45  116,107,272.19  21.6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649,230.19  19,369,826.68  1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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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74,878,022.35  272,652,223.37  0.8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79,403.51  8,992,503.58  19.8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0,737,136.91  8,997,490.58  1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79,227.58  2,512,715.14  161.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24.75% 60.4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计算） 

24.65% 60.4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2.00 -77.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 2.00 -77.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2.03 4.30 -52.79%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的

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500,000 100.00% 0 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000,000 66.67% 0 0.00% 

董事、监事、高管 1,500,000 33.33% 0 0.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0 0.00% 25,000,000 10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00% 23,500,000 94.00%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1,500,000 6.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总股本 4,500,000 - 25,000,000 - 

股东总数 2 

注：“核心员工”按《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界定。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

东 

姓

名 

股

东 

性

质 

期初 

持股数 

期内 

增减 

期末 

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 

无

限

售

股

份

数 

质

押

或

冻

结

的

股

份

数 

1 韩 自 3,000,000 20,500,000 23,500,000 94.00% 23,500,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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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然

人 

2 
韩

琦 

自

然

人 

1,500,000 0 1,500,000 6.00% 1,500,000 0 0 

合计 4,500,000 20,500,000 20,500,000 
100.00

% 
25,000,000 0 0 

注：“股东性质”包括国家、国有法人、境内非国有法人、境内自然人、境外法人、境外自

然人等。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公司拥有全球深海野生马哈鱼、比目鱼、多利鱼采购、加工、出口销

售的完整产业链，2017年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各项经营指标较为稳定： 

1、 销售收入 2017年实现 274,878,022.35 元，较 2016年增加

2,225,798.98元，增幅为 0.82%。 

2、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净利润 10,779,403.51元，较 2016年增加

1,786,899.93元，增幅为 19.8%。 

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24.75%，远低于 2016年，主要由于

公司增资 2050万元所致。 

4、 销售毛利率为 8.47%，较 2016年的 9.06%略有下降，主要是原

料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3.2竞争优势分析 

1、经营优势 

（1） 区位优势 

公司地处山东青岛，生产基地交通便利，邻近流亭机场，高速公路网络发

达。青岛港由青岛老港区、黄岛油港区、前湾新港区和董家口港区等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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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组成，各港码头均有铁路相连，是我国仅次于上海、深圳的第三大集

装箱运输港口。公司在青岛进行进出口贸易，能够利用青岛健全的交通网

络，有效地减少运输成本。公司所在地可以辐射山东、河南等地区，劳动

力资源丰富，对于招聘工人有较大优势。 

（2） 团队优势 

公司拥有经验丰富且稳定的管理团队，团队成员大部分均已从事水产工作

约二十年，具有丰富的水产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分析能力。大

部分高管自公司成立之初便加入公司，且各有所长，在公司发展过程中配

合默契，在生产管理、质量控制、营销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模式。此外，公司的生产基地拥有大量的技术人员，为公司未来经营规模

的扩大提供了有效保障。 

（3） 质量控制和安全卫生优势公司高度重视产品加工的安全卫生和质量

控制，积极推行标准化生产和管理，建立并实施了从原材料到成品的食品

安全保证体系，通过了 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BRC（英国零

售商协会食品技术标准）、IFS（国际食品标准）、BCSI（商业社会标准

认证）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在源头管理、质量体系运行以及企业自检自

控能力等方面均达行业领先水平。公司成立了质检部，下设实验室，配备

了相应的资质人员和仪器设备，负责对原料、成品检测和生产过程的卫生

监督工作。实验室主要检测项目：沙门氏菌(Salmonella)、金黄色葡萄球

菌(Staphylococusaureus)、菌落总数(Aerobicbacterialcount)、大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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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Coliform)、大肠杆菌(Escherichiacoli)、组胺 (Histamine)、亚硫

酸盐(Sulphite)等。药物残留等项目委托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有 

资质的实验室检测。 

（4） 原材料采购优势 

公司目前实现了从海产品原料质量安全控制管理到生产加工、出口销售的 

“一条龙”经营模式，向国外消费者提供安全卫生优质的产品。公司通过

多年的行业深耕，与上游供应商建立了稳定可靠的长期合作关系，既保障

了原料供应的品质，同时规模化效应使得公司有较强的议价能力，提高公

司经营效率。公司通过多种方式保证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首先，在供应

商的选择上，公司根据合作历史和市场评价遴选优秀供应商，并与之签订

原材料长期采购协议，保证了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同时，公司拥有大型

冷冻仓库，采购部门积极关注原材料价格走势，在原材料价格下降时扩大

采购量，利用公司的规模优势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原材料采购优势使得公司的生产经营保持稳定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公司的运营成本，有助于提高公司整体运营效率和产品竞争力。 

2、经营劣势 

（1） 资本规模较小，融资渠道单一经过多年的有效发展，公司业务

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水产品加工行业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公司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公司引进新的生产线、

研发新的生产工艺和高科技衍生产品都需要有的持续的资金支持，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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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融资能力有限，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自有资金积累及银行借款，这

极大地限制了公司往更高、更强的方向发展。 

（2） 产品种类有待增加，产品结构有待优化公司主营产品中，野生

马哈鱼的销售收入占到公司营业收入的 85%以上，其他产品则不足 15%，

产品种类有待增加，产品结构有待优化。 

（3） 国内市场开发程度较低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出口欧美等发

达国家和地区，国内市场开发较少，而行业内领先企业已经较早布局国内

市场，并建立了完整的销售渠道，市场占有率较高。目前公司产品内销比

例占比较低，尚未建立完整的国内营销网络，可能会对未来公司计划进一

步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市场占有率产生不利影响。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没 有发

生变化。  

4.2本年度内没有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青岛三木水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