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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26                             证券简称：中潜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0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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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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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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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潜股份 股票代码 3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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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小燕 卓泽鹏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天吉大厦 AB 座
5A2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天吉大厦 AB 座
5A2 

电话 0755-83571281 0755-83571281 

电子信箱 zqgf8888@163.com zqgf888@163.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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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7,527,174.04 186,627,750.28 1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065,147.99 22,474,318.82 -2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6,196,050.21 19,433,036.66 -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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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848,258.35 35,520,814.63 6.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65 0.13 -25.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65 0.13 -25.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2% 4.45% -1.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92,145,125.52 852,760,143.93 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6,071,050.07 524,794,282.91 2.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43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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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盟投资（香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68% 57,750,000 57,750,000   

深圳市爵盟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66% 54,291,700 52,250,000 质押 40,950,000 

惠州市祥福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8,573,350 0 质押 2,377,029 

安玉明 境内自然人 0.63% 1,084,000 0   

深圳市中金蓝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6% 953,757 0   

惠州市嘉瑞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6% 610,758 0   

卢冠宇 境内自然人 0.35% 602,7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体育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0% 516,100 0   

管清东 境内自然人 0.28% 471,800 0   

张宇航 境内自然人 0.24% 407,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惠州市祥福贸易有限公司和惠州市嘉瑞贸易有限公司均为员工持股公司；爵盟投资(香

港)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爵盟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卢冠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602,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02,700 股。管清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67,900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9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471,8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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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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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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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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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坚持既定的发展战略，围绕2018年度工作计划，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产业优势及品牌优势，

保证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7,527,174.04元， 同比增长11.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6,065,147.99元，同比下降28.52%。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重视自主品牌建设和推广，积极参加国内外行业展会，借助国内外主要体育用品展会及“中潜潜水世界”

营销平台，建立形式多样的市场推广机制，进一步巩固自由品牌在国内外的市场地位。通过参加全球最大户外运动展“德国

慕尼黑ISPO体育用品展”，建立多家著名品牌商的合作关系并扩大品牌国际影响力；通过线上电商平台，提升自主品牌“TRIM”

系列产品的知名度；通过参与自营的“潜水世界”及合作的潜水俱乐部培训业务，大力推广休闲潜水运动，提高自主品牌产

品在终端客户中的认知度，巩固公司在潜水服务、培训服务市场的龙头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内生式增长”与“外延式发展”并举的经营方针，适时寻找市场上的优质标的资产进行投资并购。

通过股东公司先收购再注入上市公司的投资模式，大大的规避了上市公司的收购风险，同时也保证了标的公司业务与上市公

司能产生协同效应。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该投资模式收购了深圳市祥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深圳市中潜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100%股权。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为完善公司产业链及丰富公司产品系列，公司于2018年6月3日与深圳市蔚蓝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签订了《收购股权框

架协议》；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深圳市蔚蓝体育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拟以支

付现金方式收购交易对方持有蔚蓝体育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作价为

人民币19,000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蔚蓝体育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在继续夯实现有业务的同时，公司积极探索外延式发展路径，通过横向纵向并购延伸并完善了公司产业链，整合行业优

质资源，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为实现公司主营业务的规模化发展，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拟向不超过5名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3,3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9亿元，募集资金将投资于“菲律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菲律宾潜水基地建设项目”。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正常推进中，该募投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公

司产能，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优化绩效考核体系，通过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体系，提升员工工作效率和执行力。为留住优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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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和核心骨干，完善薪酬福利体系，公司于2017年度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根据2017年度的相关财务数据，已达到了

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的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员工激励效果初见成效；同时，公司不断完善员工培训体系，通过培训和实

践提升员工能力、素质，以培养和引进的方式扩充公司所需的各类管理技术人员。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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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立子公司惠州市中潜潜水装备有限公司，自设立时纳入合并范围.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顺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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