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086 证券简称：ST 东海洋 公告编号：2020-041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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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唐昊涞 董事

1、目前公司经营情况严重下滑，上市公司经营与管理失控，财务和内控制度未能有效遵守，导致

财务数据难以确定。

2、年度审计机构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对 2019 年度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正式审计报告截止 2020
年 6月 28日仍未提供给董事。

3、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在 2020年 6月 25日深夜方提供，无法在短时间内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

了解，无法对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进行判断。

声明

公司董事唐昊涞先生无法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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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

关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已做详细说明和独立意见，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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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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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东海洋 股票代码 00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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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开星 朱开星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18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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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35-6729111 0535-6729111

电子信箱 zhukaixing99@163.com zhukaixing99@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海水苗种繁育、养殖，水产品加工，生物科技，保税仓储物流以

及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和检测服务等业务，是一家集海水养殖、冷藏加工、生

物制品、医药中间体、科研推广及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国家级水产良种场。2019年，公司继续全力推进海洋产业和大健康产业的共

同发展，加快推动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企业双轮驱动、创新可持续发展。目前两大事

业部正保持健康、稳步发展态势。

（一）海洋事业部

1、海水养殖业务：公司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养殖，主要从事海参养殖和名贵鱼养殖等

业务。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合作共建了“海洋科技示范基地”以及“海珍品良种选育与

健康养殖实验室”等，构建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功能配套的海带、海参两个品种的保种、育

种、良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高技术产业技术体系。公司的海参养殖以底播养殖为

主，销售以鲜销为主。名贵鱼养殖方面，深化鱼类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基地建设，开展多品种

优质鱼类大规模养成，加大新品种名贵鱼的培育、养殖，努力实现多品种名贵鱼养殖国产化、

工厂化、生态化，努力打造绿色健康养殖系统。目前公司通过经销商、农超对接等多种方式

在国内市场进行销售。

2、水产品加工出口业务：公司水产食品精深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主要产品包含冷冻食品、

生食产品、调理产品、冷风干燥产品、烧烤产品、裹粉产品、蒸煮产品等多种系列，产品主

要销往日本、韩国、美国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公司冷藏加工厂的冷库是经青岛海关批准的

自用型水产保税库、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注册的进境水产品备案存储冷库，随着水产品加

工贸易基地的建成投产，公司水产品加工能力达58,000吨/年，现代化冷藏能力达80,000吨/次。

（二）大健康事业部

质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质谱生物”）的“25-羟基维生素D检测试剂（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皮质醇检测试剂盒（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干式免疫荧光分析仪已经取得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其中，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是国际公认的维

生素D检测项目的金标准，皮质醇检测试剂盒为目前国内同类产品中唯一取得质谱检测法二

类注册证的类固醇激素产品。此外，质谱生物已取得18个试剂产品和2个设备产品的备案批文。

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维可生物”）目前已取得6个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体外诊断试剂），分别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样本中胃蛋白

酶原I、胃蛋白酶原II和胃泌素17的含量。天仁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已获批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与此同时，数十种自主研发的免疫及质谱诊断产品已分别进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
注册过程中的注册检验、临床试验阶段。其中，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试剂、25-羟基维

生素D检测试剂以及胃功能检测系列试剂等已具备欧盟市场准入资质，另有部分产品正在申

请欧盟批文。Avioq公司的人T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I/II型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已向

国家药监局提请进口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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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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年

营业收入 585,575,782.24 725,034,292.17 -19.23% 779,407,27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0,993,843.41 -788,151,047.60 -29.54% 124,054,06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1,698,957.40 -743,364,751.12 -19.95% 66,031,174.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85,805.73 -850,450,976.55 101.59% 59,547,178.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5 -1.080 -25.00% 0.18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5 -1.080 -25.00% 0.18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50% -27.10% -18.40% 4.25%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年末

资产总额 3,748,011,897.50 4,162,385,427.58 -9.96% 4,047,613,49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35,009,405.87 2,754,599,621.04 -37.01% 2,973,713,617.1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4,186,138.70 241,292,545.73 154,605,922.43 75,491,17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023.04 34,038,828.20 -5,062,076.05 -1,050,332,61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4,125.40 30,785,410.15 -6,566,102.95 -914,274,13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5,979,620.23 18,949,382.28 41,303,722.01 -922,746,9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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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7,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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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39% 192,000,001 120,000,000

质押 192,000,000

冻结 192,000,000

山高（烟台）辰星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9.08% 68,6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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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盛德玖富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5% 48,000,000 48,000,000 质押 48,000,000

朱春生 境内自然人 2.64% 20,000,000 20,000,000 质押 20,000,000

车轼 境内自然人 1.60% 12,067,800 12,067,800 冻结 12,067,800

李北铎 境内自然人 1.06% 8,000,000 8,000,000

陈惠芬 境内自然人 0.76% 5,769,575 0

方金格 境内自然人 0.71% 5,377,000 0

车志远 境内自然人 0.53% 4,000,000 4,000,000
质押 4,000,000

冻结 4,000,000

烟台宝崴商贸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4% 3,338,200 0 质押 3,3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车轼是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车志远是车轼之

子，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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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9年，全球经济仍面临着各种风险的叠加挑战，包括贸易政策改变、发达经济体货币

政策调整、全球金融环境恶化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的日益紧张，全球经济还面临较长期的挑战。

2019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但“稳中有变”，主要的变化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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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对我国经济

短期和长期趋势形成巨大的外部压力。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在加快去杠杆、调结构过程中使

许多长期矛盾和风险显现，处于转型时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民营经济处于寒冬。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与经济局势，公司始终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科技和

人才为动力，应势而为，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坚持实

施产业化经营模式，稳步推进海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大健康产业，切实贯彻和落实企业经

营目标和发展战略。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以及两大事业部管理团队的领导下，公司全体员工上

下一心、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完善公司产业布局，全力推进海洋产业和大健康产业的共同

发展，加快推动公司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开拓国内外贸易新局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585,575,782.24元，同比下降19.23%；实现利润总额-1,029,202,377.73元，同比下降

30.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20,993,843.41 元，同比下降29.54%。

（一）海洋业务

公司充分利用养殖资源，有针对性投放不同规格的优质海参苗种，全力做好海参、海带

等各类苗种生产；深化鱼类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基地建设，开展多品种优质鱼类大规模养成，

加大新品种名贵鱼的培育、养殖，努力实现多品种名贵鱼养殖国产化、工厂化、生态化，努

力打造绿色健康养殖系统。不断强化安全措施，充分利用养殖资源，努力提升养殖产能，在

生产上引进新设备，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在管理上不断细化，在质量上精益求精。持续加强

海洋牧场建设，加大人工造礁力度，进一步改善海区环境，促进海洋牧场和参池的良性循环，

通过多层次综合养殖模式的开发、人工礁场构建等关键技术的研发，真正实现海洋从“资源

掠夺型”向“耕海牧渔型”的转变。

公司坚持“诚信、品质、责任”的理念，抓质量拓渠道，适时调整销售管理模式，成立

包括海参、胶原蛋白、水产品在内的各系列产品事业部，分别制定销售策略。积极整合资源，

集中优势发展新客户、开拓新市场，面对国内水产品加工行业激烈的竞争，汇率、原料供应、

产品需求的不断变化，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的不断攀升，积极化解各种不利因素，不断调

整产品市场重心，对品控体系严格要求，对美国、欧盟、日韩等目标市场灵活应对、积极调

整。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发大众消费渠道、餐饮连锁渠道和单位团购业务，继续加大产品

“农超对接”力度，加大电商销售力度，积极策划产品营销活动，拓展市场渠道，提高消费

者对东方海洋产品的认知度；通过食品博览会、现场品鉴等活动，让消费者更加直观的感受

到公司的产品。

（二）大健康业务

公司在做大做强原有主业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在大健康产业领域的全面布局。其中，公

司大健康事业总部所在的东方海洋精准医疗科技园一期已全面投入使用，美国北卡三角研究

园区孵化器B楼已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大健康事业部不断加大引进高端、核心人才的力度，

并积极参与申报国家及省市各级重点科研项目。其中，“研制基于酶联免疫新型艾滋病确证

试剂”、“基于免疫荧光及膜微流体分离富集技术的结核诊断产品研发”等两项课题获得国

家“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立项；“现场快速核酸提取荧光定量PCR检测一体化系统的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入选2019年度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

截至目前，公司大健康事业部辖设子公司、二级公司9家，已设立中国、美国两大研发中

心，并拥有三大园区（美国北卡三角研究园孵化器、东方海洋精准医疗科技园、北京儿童医

院烟台医院），布局四大技术平台（质谱技术平台、免疫技术平台、分子技术平台、第三方

医学检验实验室）。其中，质谱技术平台依据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ISO13485标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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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自主研发的“25-羟基维生素D检测试剂（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法）”、皮质醇检测试剂盒（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干式免疫荧光分析仪等诊断试剂和仪

器产品已取得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临床注册阶段产品包

括出生缺陷防控系列、营养水平监测系列、内分泌相关系列等。免疫技术平台依据医疗器械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ISO13485标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已取得胃泌素17（G-17）测定试剂盒

（化学发光法、酶联免疫法）、胃蛋白酶原Ⅰ测定试剂盒（化学发光法、酶联免疫法）、胃

蛋白酶原Ⅱ测定试剂盒（化学发光法、酶联免疫法）等由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体外诊断试剂），临床注册阶段产品包括病毒系列、肿标系列、糖尿

病系列、胃功能系列等。天仁医学检验实验室已搭建分子平台、质谱平台及病理平台并获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中，分子平台已通过山东省临检中心的PCR实验室验收；分子平台QPCR

检测项目EGFR与KRAS以及质谱平台的维生素D、新生儿筛查项目均已通过国家临检中心的室间

质评。此外，天仁医学检验实验室还入选了山东省首批公布的具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的

医疗卫生机构名单。

此外，质谱生物荣获 “2018年度烟台生物医药名优产品贡献奖”，其自主研发的“25-

羟基维生素D检测试剂（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荣获“2018年度烟台生物医药名优产品”；

艾维可生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成为山东省体外诊断试剂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荣获

“2018年度烟台生物医药名优产品贡献奖”，其自主研发的胃蛋白酶原I测定试剂盒（酶联免

疫吸附法）荣获“2018年度烟台生物医药名优产品”。

（三）科技研发方面

在海洋产业方面，公司充分发挥已建有的国家海藻与海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珍品良

种选育与生态养殖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农业部海藻遗传育种中心等国家级、省级平台

和产学研合作共建科技创新平台的优势，继续扩大在海带、海参的保种、育种、良种繁育、

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方面的领先优势。依托已有的国家级、省级平台和产学研科技创新平

台，紧紧围绕蓝海建设，不断加大海洋业务科技投入，研发多项专利，引进优秀人才，着力

增强创新驱动力，以生产为中心开展科研活动，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实力。刺参“东科1号”新

品种已通过国家农业农村部审定，“东科1号”由公司和中科院海洋所从2003年至2017年经连

续4代选育、14年培育而成，具有生长速度快、度夏成活率高、规模化示范亩产高的优点。

在大健康产业方面，目前大健康事业部拥有山东省生物诊断技术创新中心、山东省品牌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山东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园、东方海洋大学科技园等省级平台，其研发团

队包括了拥有多年从事生物医药、体外诊断研发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70余人。其中，Avioq

科研团队曾研发出全球第一批FDA批准的HIV诊断试剂和全球第一个HIV抗原检测试剂，研发实

力处于国际领先地位。Avioq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HIV诊断试剂已取得欧盟认证（CE Mark），

并在世界艾滋病大会（International AIDS Conference）上获得专家一致认可和广泛关注。

东方海洋（北京）医学研究院科研团队研发的“研制基于酶联免疫新型艾滋病确证试剂”、

“基于免疫荧光及膜微流体分离富集技术的结核诊断产品研发”等两项课题获国家“十三五”

科技重大专项立项；东方海洋（北京）医学研究院和艾维可生物科研团队参与的“现场快速

核酸提取荧光定量PCR检测一体化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入选2019年度山东省重点研发

计划；此外，艾维可生物已获得4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其申报的项目获山东省企业技术

创新优秀新产品类三等奖。

随着行业的持续发展与调整，尤其是随着公司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大健康产业的全

面布局，公司目前还面临一些困难：

（1）精准医疗、体外诊断领域是一个高门槛的行业，公司涉足大健康业务较晚，在科研

技术、人才、资源等方面需进一步加强，并且体外诊断试剂产品的研发周期均在一年以上，

后续还需要经过产品标准制定和审核、临床试验、质量管理体系考核、注册检测和注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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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阶段，整个申请注册周期一般为1-2年，三类诊断试剂产品的申请注册周期更长，在这个过

程中，公司可能面临研发、运营等风险。

（2）如何充分发挥公司现有的国内外科研、技术与人才优势，实现相关诊断产品从国外

市场到中国市场的快速落地、快速扩张市场份额，以及充分利用中美两大研发中心研发出更

多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是公司管理团队、研发团队及市场营销团队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3）精准医疗、体外诊断领域是高科技、资金密集型行业，随着公司在大健康产业的全

面布局，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资金压力。

（4）公司海洋产业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升高以及熟练工人招聘困难等因素进一

步压缩了水产品加工业务的利润空间，加大了水产品加工业务的运营负担，且全球经济复苏

缓慢，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公司加工出口业务亦面临较大压力。

（5）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公司海洋产业主营产品的销售受到了一定冲击，且公司在

国内市场的品牌建设仍然有待加强，市场份额与产品知名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国内深化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市场大环境下，挑战与机遇并存。公司紧

紧抓住机遇，积极迎接挑战，坚持创新、健康、可持续发展思路，不断突破瓶颈，立足国内

市场、扩大国际市场，坚持海洋产业和大健康产业两大主体产业双轮驱动、联动互通、不断

创新、勇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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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料加工 208,469,161.47 -11,506,054.79 -5.52% -21.56% -104.19% 71.96%

海参 152,005,549.36 7,008,456.03 4.61% -36.15% -93.42% -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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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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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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之“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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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20日，由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富东（烟台）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马兆山，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18号；经营范围：生物制品、医药中间体、诊断试剂、保

健食品、医疗器械、文化用品、洗涤用品、化妆品、家居护理用品、包装材料、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车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