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6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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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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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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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洋股份 股票代码 00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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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东平 林小琴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 9 号 广西南宁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 9 号 

电话 0771-3210585 0771-3210585 

电子信箱 zdp@baiyang.com byzqb@baiy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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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公司的主要业务和产品简介 

目前，公司开展的业务主要有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水产食品加工业务以及教育文化业务。 

1、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 

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是公司重要业务板块，主要产品包括鱼饲料产品、虾饲料产品和部分畜禽料产品

以及鱼粉、鱼油、米油糠产品。目前饲料板块包括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饲料分公司、广西百跃

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海南百洋饲料有限公司、佛山百洋饲料有限公司等大型饲料生产企业。饲料原料板块

包括荣成海庆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三丰粮食有限公司等大

型饲料原料生产企业。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企业严格按照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和美国ACC认证体

系，对所有生产流程、管理流程实行标准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管理。 

2、水产食品加工业务 

公司水产食品加工业务主要产品为冻罗非鱼片产品。公司的水产食品加工厂主要分布于广西、广东及

海南地区，拥有30多条国际先进水平的水产品加工流水生产线。公司或下属企业先后通过了ISO9001:2008、

HACCP、BRC、BAP（ACC）等多层次的质量控制体系的认证，产品符合国内及美国、欧盟等发达地区标

准；选用经检验检疫部门出口备案的养殖基地产出的原料罗非鱼，严格按照HACCP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要求

进行加工、检测和储运，确保食品安全。所生产的冷冻罗非鱼片及其它水产品主要出口美国、欧盟、中东、

拉美、俄罗斯、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公司冻罗非鱼食品的加工出口量连续多年在我国居于首位。 

3、教育文化业务 

2017年公司收购了国内数字艺术教育龙头企业——火星时代100%股权，切入创意文化教育板块。火

星时代主营业务为数字艺术职业教育，主要课程为UI设计及Web前端、游戏设计、影视后期、室内设计、

传统美术等专业。截止目前，火星时代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武汉、西安、南京、重

庆、厦门、济南、郑州等13个城市设立了15个线下教学中心，覆盖了一线城市及全国主要经济发达区域。 

4、其他业务 

其他业务包括生物制品加工及养殖等。公司下属企业利用罗非鱼鱼皮、鱼鳞等水产副产品进行深加工，

开发鱼胶原蛋白等生物制品，可广泛应用于保健品、化妆品、饮料、食品等领域。公司的自有养殖业务所

占公司的业务比重很小。公司通过在南宁、百色、防城等地的自有养殖基地的建设，大力推广标准化、规

范化、产业化水产及生猪养殖模式，并以向合作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为工作重点，为各地合作养殖

户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二）公司所属行业特点及公司发展阶段 

1、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 

根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统计数据，2014年至2016年全国饲料工业总产值分别为7,605亿元、

7,810亿元和8,014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66%。同时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4年至2016年度水产品产

量分别为6,450万吨、6,690万吨和6,900万吨，年平均增长率3.43%，得益于水产品产量的稳定增长，水产品

饲料需求稳定。 

公司饲料产品经过多年市场考验，深受客户青睐，在中国饲料市场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被中国

饲料工业协会评为“中国饲料行业信得过产品”，同时也是“广西名牌产品”、“广西著名商标”。近几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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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的产能不断扩大，产品的市场覆盖区域从广西扩展至广东、海南和山东，业务品种

日趋丰富，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及利润来源。随着产能的进一步释放，预计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在未

来几年的产销量还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2、水产食品加工业务 

罗非鱼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向各国推荐养殖品种，具有生长快、适应性强、高蛋白低脂肪的特

点，特别是罗非鱼没有肌间刺，适合产业化规模化加工，这是草鱼、鲤鱼等有刺其他淡水鱼无法相比的。

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我国罗非鱼的养殖主要分布在两广和海南，并且罗非鱼养殖存在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

征，每年4-11月为罗非鱼养殖旺季（也是水产饲料销售的旺季），每年10月至次年1月为罗非鱼食品加工的

旺季。因此，公司营业收入存在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我国是全球最主要的罗非鱼养殖国和出口贸易国，2016年我国罗非鱼产量约170万吨，占世界总量的

30%。2014年至2016年，我国罗非鱼产品出口量分别为40.30万吨、39.26万吨、39.40万吨，市场对罗非鱼

食品的需求保持稳定。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罗非鱼水产加工行业的领军型企业集团，

罗非鱼食品总产销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3、教育文化业务 

火星时代主营业务为数字艺术职业教育，主要课程为UI设计及Web前端、游戏设计、影视后期、室内

设计、传统美术等专业。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我

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人，较2016年底增加5,734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6年95.1%提

升至97.5%，手机上网比例继续攀升。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2017-2022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市场前景及

投资机会研究报告》，2016年度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为5.28万亿元，预计2018年有望突破8万亿元，达

到8.42万亿元。随着智能手机的推广和普及，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保持稳定增长，相应的UI设计、Web

前端等人才需求也将持续增加。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7年中国移动游戏行业研究报告》，2016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规模为1,022.8

亿元，同比增长81.9%。用户规模5.21亿人，同比增长14.5%。随着国人生活水平提高，对娱乐的需求提升，

未来3-5年内网络游戏市场还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7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由62.06亿元增长至

559.11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1.62%。根据中国产业发展研究网研究数据，全国2017年影视剧市场规模

约为460亿元，其中网络端市场规模258亿元，电视端市场规模198亿元，海外市场规模5亿元，据测算，未

来影视剧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100亿，是目前市场规模的2.4倍。影视行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相应的影视

后期制作人才需求也将持续增加。 

根据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的数据，2016年全国建筑装饰行业完成工程总产值3.73万亿元，比2015年增加

了3,400亿元，增长幅度为9.70%。根据《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到达60%左

右，城镇化率增加带来的住房需求将给住宅装饰行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预期未来室内设计行业也将保

持持续稳定的增长。 

火星时代作为数字艺术教育的龙头，有望充分受益数字创意产业的成长带来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公司

净利润的重要增长点，公司业务规模与盈利能力也将得到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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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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394,128,757.97 2,068,525,079.14 15.74% 1,863,739,46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199,854.78 59,255,873.65 91.04% 57,078,38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707,759.01 47,173,541.77 107.12% 41,083,175.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831,824.02 78,422,269.84 307.83% 73,221,446.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19 0.3367 81.73% 0.32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19 0.3367 81.73% 0.32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5% 5.91% 2.24% 5.9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3,580,677,004.60 1,914,201,181.70 87.06% 1,886,193,47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01,021,306.36 1,022,999,527.80 115.15% 981,343,654.1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92,436,853.30 482,014,653.40 711,404,201.28 808,273,04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0,291.06 15,432,909.12 35,612,968.23 63,034,26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47,707.22 12,394,543.26 32,703,123.27 55,757,79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71,095.11 15,134,274.70 97,457,753.40 193,168,7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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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8,75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8,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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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忠义 境内自然人 35.69% 82,987,096 63,614,703 质押 76,867,526 

新余火星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1.62% 27,013,989 27,013,989 质押 6,130,457 

蔡晶 境内自然人 7.51% 17,473,138 13,104,853 质押 4,86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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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富立天瑞华商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富立天瑞华商凤凰山六号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4.07% 9,455,745 9,455,74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立天瑞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6% 5,960,006    

兴业证券－兴业－兴业证券金麒麟 5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54% 3,573,392 3,573,392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南华期货百洋股份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3% 2,400,00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托－百洋股份

1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00% 2,331,9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0.95% 2,205,872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2% 2,144,034 2,144,0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孙忠义和蔡晶为配偶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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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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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水产食品加工业务以及教育文化业务。教育文化产

业是公司通过收购火星时代新拓展的产业，2017年度已经成长为公司业绩的主要增长点。 

2017年，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正渐次退出，进入“减债、升息、去杠杆”轨

道，全球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中国因素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日益重要。据海关统计，2017年，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增长14.2%，扭转了此前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其中，出口

15.33万亿元，比2016年增长10.8%，进口12.46万亿元，比2016年增长18.7%；据海关数据统计，2017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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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水产品进出口总量923.65万吨，进出口总额324.9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56%和7.92%。但由于人民

币升值及市场需求因素的影响，罗非鱼产业发展环境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我国罗非鱼产业国际形势仍较为

严峻。 

我国饲料工业发展起于80年代，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目前饲料总量全球第一。2017年，中国饲料产

业稳步发展，饲料渗透率进一步提高，工业饲料产量超过2亿吨。饲料质量安全管理更加严格，饲料产品

质量提升；落后产能进一步淘汰，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35家百万吨级饲料企业的产量占比达62%，比

2015年（32家百万吨级饲料企业）提高11个百分点；饲料集团企业加大向下游养殖业投资力度，打造全产

业链的步伐加快。 

2017年公司通过收购火星时代开始布局教育文化产业。近年来，教育行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成为

我国社会经济领域重要的增长点。目前国内已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体系、门类齐全的教育体系，政府也

正逐年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直接利好教育行业长期发展。随着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后续一

系列配套规则的正式落地，民办教育将迎来新的机遇。 

面对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公司凭借在规模扩张和布局完善方面打下基础，克服了诸多不利因

素，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整体平稳运行，保持了营业收入平稳增长向好的态势。 

从全年的经营情况来看，公司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3.94亿元，同比增长15.74%；实现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13亿元，同比增长91.04%；基本每股收益为0.61元，同比增长81.73%。2017年，得益于

公司饲料项目产能的进一步释放及收购火星时代项目的顺利完成，公司营业收入保持了稳步增长，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度增加。从主要业务板块来看： 

1、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17,096.00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48.91%，

同比去年增长13.69%。经过这几年的不断发展，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业务的整体产能不断扩大，产品的市

场覆盖区域也从广西区域扩展到了广东和海南、山东地区，业务品种也更加丰富，是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

和主要的利润支柱之一。未来，随着饲料板块企业产能的进一步释放，预计未来两到三年内，公司饲料及

饲料原料业的产销量还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2、公司水产食品加工板块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1,274.85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3.95%，

同比去年下降13.91%，受人民币升值及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的影响较为明显。针对当前出口形势，公司

对食品加工板块进行了结构调整，在保持产业布局优势的前提，积极引导部分加工企业转产或转变经营方

向，以降低运营成本。经过持续半年的调整，该板块在2017年末基本调整完毕，预计后续其盈利能力将有

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3、公司教育培训业务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2,680.61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为9.47%。公司

收购火星时代的股权交割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于2017年8月完成，火星时代及其下属公司于2017年8月并

表，2017年的业绩承诺也超额完成。 

报告期公司合并收入、成本、费用及现金流量各项指标的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报告期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239,412.88万元，同比增长32,560.37万元，增幅为15.74%。营业

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系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板块的产销量稳步增长，市场占有率稳定提升；

二系并购火星时代后新增教育业务收入。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199,762.75万元，同比增长17,061.53万元，增幅为9.34%。营业成本增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长的主要原因系主要产品的产销量增长及并购火星时代新增营业成本所致。 

（3）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为877.67万元，同比增长347.86万元，增幅65.66%。主要原因系并购

火星时代后新增城建及附加税费支出所致。 

（4）报告期内营业费用为11,258.52万元，同比增长5,757.26万元，增幅104.66%。主要系并购火星

时代后市场服务费等支出增长所致。 

（5）报告期内管理费用为12,443.97万元，同比增长2,974.53万元，增幅31.41%。与去年并购火星时

供后薪酬福利等支出增长所致。 

（6）报告期内财务费用为3,172.23万元，同比增长1,999.03万元，增幅170.39%。主要原因系公司人

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7）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为716.50万元，同比下降414.09万元，降幅36.63%。主要原因系公司加

强应收账款整体规模控制，使报告期计提的坏账准备金减少所致。 

（8）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净额为1,535.32万元，同比增长1,548.49万元。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参股

子公司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益同比增长所致。 

（9）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1,983.18万元，增幅307.8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

在业绩稳步增长的提前下，公司较好的控制了各项往来款项整体规模所致。 

（10）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为18,489.11万元，增幅163.38%。主要原因系本期

并购火星时代后回收的理财产品投资增加及企业对外股权投资及固定资产投资减少所致。 

（11）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1,198万元，增幅732.63%。主要原因系本期发行新股

并配套募集资金所致。 

（12）报告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74,664.80万元，同比增长91,155.33万元，增幅553.87%。

主要原因系本期发行新股并配套募集资金所致。 

经过一年多以来的探索，公司成功并购了火星时代，实现向教育产业进军的重大转变，后续公司将在

巩固和夯实现有主营业务的同时继续推进公司在教育产业的拓展，使企业实现由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向教

育产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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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饲料 916,312,323.96 126,348,189.84 13.79% 14.85% 19.17% 0.50% 

饲料原料 254,647,655.61 39,957,745.04 15.69% 9.72% 31.25% 2.57% 

水产食品 812,748,543.37 49,055,464.71 6.04% -13.91% -43.46% -3.15% 

教育 207,694,130.73 131,272,711.95 63.20% 100.00% 100.00% 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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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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239,412.88万元，同比增长32,560.37万元，增幅为15.74；报告期内公司

营业成本199,762.75万元，同比增长17,061.53万元，增幅为9.34%；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为11,319.99万元，同比增长5,394.40万元，增幅为91.04%，以上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

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增长较大的主要原因为2017年公司收购火星时代项目的顺利完成，火星时代

于2017年8月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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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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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8月，收购北京火星时代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自2017年8月起纳入合并范围。 

2、2017年9月，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百洋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3、文昌百跃食品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12月转让，本年度不纳入合并范围，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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