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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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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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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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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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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配不转增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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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昌鱼 600275 武昌鱼、*ST昌鱼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轼 许轼 

办公地址 湖北省鄂州市洋澜路中段东侧第

三幢第四层 

湖北省鄂州市洋澜路中段东侧第三幢第

四层 

电话 0711-5115556 010-84094197 0711-5115556 010-84094197 

电子信箱 wuchangyu@263.net wuchangyu@263.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 2000 年 8 月上市时,主营淡水鱼类及其它水产品养殖、加工、销售等业务；2002 年 6 月

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主营淡水鱼类及其它水产品养殖、加工、销售及房地产开

发、经营、销售商品房等；2012 年 5 月公司剥拨离了房地产业务，现公司主营淡水鱼类养殖加工、

销售等及其相关业务。 

    （二）经营模式 

    由于流动资金短缺, 公司水面长期租赁给承包户经营。报告期内公司已收回并开始自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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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的鸭儿湖和花马湖。由于收回自营水面的时间不长及受淡水鱼类养殖季节性风险特点的影响，

以及养殖规模不大，目前业绩不理想。 

    （三）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对水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上升，饮食结构正在逐步改变，水产品占居

民饮食结构的比例也不断增高。其中，粮食等支出占全部食品支出的比例在下降，水产品的消费

增长显著。 

   公司拟逐步收回合同到期的水面并对渔业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对渔业从业人员加强技术培训，

提升质量安全水平和水产品市场竞争力，逐步加大市场占有额，并发展上下游经济，同时盘活现

有资产，加快公司业务转型。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329,950,093.33 325,050,449.57 1.5073 385,793,346.17 

营业收入 14,468,145.68 17,889,807.45 -19.13 11,266,42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20,369.03 -41,155,160.97 不适用 -35,848,92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136,766.94 -45,021,723.59 不适用 -34,122,61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7,239,955.27 143,119,586.24 2.8790 184,274,747.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65,939.15 11,223,670.13 -347.39 -11,495,297.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1 -0.0809 不适用 -0.07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1 -0.0809 不适用 -0.07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381 -25.1410 不适用 -17.729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067,470.39 758,558.35 1,395,846.30 10,246,27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94,682.79 -8,585,201.43 -12,760,237.81 32,460,49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994,682.79 -8,585,201.43 -12,760,237.81 -8,796,644.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14.23 12,062,857.60 -3,274,282.92 -36,558,128.0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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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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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7,5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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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0 105,671,418 20.77 0 冻结 105,671,418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宜昌市长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547,600 50,883,863 10.00 0 未知  未知 

武汉联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 24,729,540 4.86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冰清 0 8,864,900 1.7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青 0 7,510,878 1.4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胡青 0 6,822,800 1.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艳婷 3,010,191 3,010,191 0.5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南生 2,541,900 2,541,900 0.5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夏智勇 0 2,475,301 0.4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陶晶 2,012,888 2,012,888 0.4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流通股东中长金投资、联富达、李冰清、杨青、胡青、夏智勇之间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或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优先股股东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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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由于流动资金短缺, 公司水面长期租赁给承包户经营,加之近几年连续搞资产重组，公司经营业务

较少，经常性业务持续亏损，截至 2016 年 12月 31 日止，武昌鱼公司累计亏损-518,868,466.58

元，流动负债合计金额超过流动资产合计金额 25,399,166.61 元，虽然公司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但

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效果不明显。公司将加大对到期水面收回的自营力度，努力

实现资产的增值保值，以扭转公司目前的困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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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企业类型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鄂州市武昌鱼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湖北  鄂州 实业投资 9434.00 实业投资、房屋租赁 

湖北武华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湖北  鄂州 实业投资 6000.00 实业投资、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鄂州市武四湖水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湖北  鄂州 养殖业 145.50 淡水鱼的养殖、销售 

北京中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北 京 房产经纪 100.00 
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地产信 息咨

询，出租办公用房，技术推 广服务 

鄂州市武昌鱼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级全资子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湖北  鄂州 养殖业 100.00 水产品养殖、销售 

鄂州市武昌鱼生态水产有限公司 三级全资子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湖北   鄂州 养殖业 80.00 水产品养殖、销售 

鄂州市武昌鱼洋澜湖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湖北  鄂州 养殖业 1000.00 水产品养殖、销售 

鄂州市武昌鱼良种场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湖北   鄂州 养殖业 500.00 淡水鱼、水产品养殖 

鄂州市武昌鱼月山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湖北  鄂州 养殖业 145.74 水产品养殖、销售 

鄂州市武昌鱼花马湖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湖北  鄂州 养殖业 1000.00 水产品养殖、销售 

鄂州市武昌鱼鸭儿湖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  鄂州 养殖业 1000.00 水产品养殖、销售 

 

续上表 

子公司全称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是否合并 少数股东权益 

鄂州市武昌鱼投资有限公司 99.91 99.91 是 69,819.18 

湖北武华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是  

鄂州市武四湖水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98.28 98.28 是 91,873.80 

北京中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80.00 80.00 是 1,219,329.93 

鄂州市武昌鱼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是  

鄂州市武昌鱼生态水产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是  

鄂州市武昌鱼洋澜湖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是  

鄂州市武昌鱼良种场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是  

鄂州市武昌鱼月山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是  

鄂州市武昌鱼花马湖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是  

鄂州市武昌鱼鸭儿湖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是   

 

 

 

 

董事长：高士庆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