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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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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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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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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水产 股票代码 30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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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永振 陈颜乐 

办公地址 
广东湛江吴川市黄坡镇（吴川）华昱产业

转移工业园工业大道 6 号 

广东湛江吴川市黄坡镇（吴川）华昱产业

转移工业园工业大道 6 号 

传真 0759-2533912 0759-2533912 

电话 0759-2533778 0759-2533778 

电子信箱 ir@guolian.cn、liangyz@guolian.cn chenyl@guolia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和产品 

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海洋食品企业，是国内少数具备全球采购、精深加工、食品研发于

一体的海洋食品企业，为全球餐饮、食品、商超等行业的客户提供从食材供应、菜品研发、工业化生产及

消费者餐桌的综合解决方案。 

公司的主要产品可以分为：以预制菜品为主的精深加工类、初加工类、全球海产精选类。其中精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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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及预制菜品主要包括水煮、裹粉、米面、调理、火锅烧烤等系列；水产初加工类主要包括生熟带头、生

熟虾仁、鱼片、小龙虾肉等系列；全球海产精选类主要有阿根廷红虾、沙特虾、黑虎虾、北极甜虾、新西

兰青口贝、鳕鱼、帝王蟹、巴沙鱼等。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全球供应链和研发优势，产品结构逐步向以预制菜品为主的餐饮食材和海洋

食品转型，产品附加值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调味小龙虾 青花椒烤鱼 水煮汉虾 

   

墨西哥虾饼 金汤酸菜鱼 藤椒鱼片 

  
 

米香虾 虾滑 水晶虾饺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原料的采购依据采购计划严格执行。采购计划可以分为年度、季度、月度采购计划。采购人员根

据不同渠道的市场行情和供应情况及时调整各渠道采购数量，确保公司采购计划顺利执行，并对不同采购

渠道从现有供应能力、供应周期等方面综合评估，确定符合我司标准的优质原料供应商。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模式主要分为按单生产、计划生产、插单生产。公司生产部门在接到计划管理中心的合同订

单后，根据产品的工艺、技术、交期等要求安排加工车间的配套设备，进行加工生产。公司的生产模式主

要为自主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模式包括直营模式和经销模式。直营模式是公司目前主要的销售模式，主要包括餐饮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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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电商直营等渠道。其中，餐饮重客是指对于大型餐饮客户、工业客户，公司直接与其建立业务合作

关系；直营商超是指公司不通过经销商，直接与大型连锁商超建立业务合作关系；电商直营是指通过京东、

天猫、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直接对终端消费者销售产品。经销模式主要在流通渠道展开，公司通过培育扶持

品牌服务商，销售公司自主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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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5,119,045,163.62 5,094,126,220.17 0.49% 5,012,540,77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18,156,040.32 2,024,335,164.97 4.63% 2,293,257,727.8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474,169,975.45 4,494,106,122.88 -0.44% 4,627,638,02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37,893.70 -268,750,547.89 94.85% -463,812,62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160,019.91 -317,724,383.97 89.88% -463,363,08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735,795.01 -238,976,239.88 185.67% -76,529,903.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30 93.33%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29 86.21%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12.49% 11.80%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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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363,107.09 1,010,855,221.22 1,200,025,763.03 1,174,925,88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94,906.03 5,706,143.79 997,317.23 -25,036,26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40,886.96 3,010,140.28 -7,251,307.23 -21,977,96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872,787.21 79,721,201.60 86,607,538.50 -130,465,7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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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4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76,59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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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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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余国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31% 157,901,642 0 质押 119,999,700 

冠联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8.52% 77,729,550 0   

广东省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广东

省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4.62% 42,149,170 0   

李忠 境内自然人 1.97% 17,938,605 13,453,95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9% 14,465,975 0   

李国通 境内自然人 1.29% 11,748,000 0 质押 8,000,000 

陈汉 境内自然人 1.29% 11,748,000 8,811,000 质押 10,000,000 

宋佳俊 境内自然人 1.14% 10,425,767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外

贸信托－汇沣 19号

（好猫 2 号）结构

化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01% 9,200,0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82% 7,507,06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新余国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冠联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同为李忠、李国通、陈

汉，存在关联关系。2、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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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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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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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无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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