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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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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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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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52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晓莹

翁懿明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 3008 号深圳
湾 1 号广场南区 T7 第 16 层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 3008 号深圳湾
1 号广场南区 T7 第 16 层

传真

0755-83571291

0755-83571291

电话

0755-83571281

0755-83571281

电子信箱

zqgf888@163.com

zqgf66@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专业生产潜水装备产品的制造和供应商，主要从事适宜各类人群涉水活动防护装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等；公司
主要采取ODM与OBM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销售，产品销往欧洲、美洲、亚洲等近60个国家和地区，是国内海洋潜水装备领域
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2020年，疫情在海外呈现持续蔓延之势，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生产、消费等各领域均受到冲击，贸易活动减少，给传统制造业
和外贸行业带来巨大挑战，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原有各板块业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潜水
装备制造业务出现订单减少、业务拓展不利等情形，从而导致公司业绩下滑，主营业务趋于萎缩，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面临
较大经营压力和困难。

1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服务及其用途如下：
1、浮潜装备和游泳用品
公司生产和销售的主营产品包括潜水镜、潜水呼吸管、脚蹼及游泳镜、游泳帽和游泳配件等一系列浮潜装备和游泳用品。公
司作为潜水装备生产和供应商，在浮潜装备和游泳用品行业深耕多年，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直接客户均为大型的品牌
运营商，均以ODM的经营模式为主，并积极拓展在OBM方面的市场规模。
2、潜水服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了适宜各类人群、各专业用途的潜水服产品，包括干式潜水服、半干式潜水服、湿式潜水服以及八针潜
水服等，有效满足消费者各种深度潜水及冲浪等活动对人体保护、运动保障的产品需求。其中干式潜水服、半干式潜水服、
湿式潜水服使用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复合橡胶材料生产，显著提高了产品的防水、保温、抗压、耐磨、抗撕裂和伸
缩力等性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3、渔猎服等其他装备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了系列化的适宜各类人群的渔猎服产品，系潜水服衍生品，分为橡胶类和非橡胶类两种，其中橡胶类包
括丁苯橡胶和防水透气渔猎服，非橡胶类主要指PVC类渔猎服，满足客户在多种环境下包括“高寒环境”的浅水区域进行钓鱼、
打猎、渔业养殖、捕捞、工程作业等活动对防水、保温、抗压的功能性需求，同时兼顾时尚、舒适等特性。公司生产的其他
装备包括浮力背心、调节器、潜水鞋靴、呼吸调节器、蛙鞋、运动加压衣、航海手套、潜水面镜、干式水密包、防火干式救
生衣等。
4、潜水培训及休闲体验服务
公司运营的“中潜潜水世界”项目，以经营室内高氧潜水、潜水培训、潜水体验及配套服务、潜水装备销售等为主。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变化如下：公司在积极应对疫情带来影响的同时，及时调整和优化业务结构，在4月份出售了子公司上
海招信的100%股权；5月，出售了因疫情一直处于停业状态的“中潜潜水世界”项目100%股权；6月，公司注销了实际经营及
盈利状况不达预期的子公司三亚中潜；由于北海中潜主要团队人员于2月份递交了辞呈，大数据业务处于停滞状态，公司于
11月决定对其进行注销；下半年考虑到海外疫情未出现缓和迹象，公司长时间未能承接新的订单，已经处于连续亏损状态，
为了缓解上市公司现金流压力，同时及时止损，公司停止了潜水服相关生产线的产品生产。未来公司将专注于浮潜装备和游
泳用品的研发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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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9 年

2020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70,795,706.83 527,581,350.43 508,662,72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5,827,378.8
27,666,295.04
5

20,829,910.98

-992.12%

22,698,760.39 22,698,76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4,843,219.1
23,703,540.74
0

16,867,156.68

-1,492.31%

21,585,674.96 21,585,67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41,756.93 29,246,571.25

29,246,571.25

-66.42% 400,848,005.95 400,848,005.95

-92.33% 125,963,610.98 125,963,610.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086

0.16

0.10

-1,008.60%

0.13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086

0.16

0.10

-1,008.60%

0.13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34%

0.16%

0.12%

-39.46%

4.25%

4.2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调整后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060,742,787. 1,049,426,492.
655,191,425.96
79
19

1,052,208,527. 1,052,208,527.
-37.57%
94
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373,839,889.06 572,026,434.40 572,565,870.18

-34.71% 546,879,348.08 546,879,3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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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6,021,868.67

59,184,156.88

41,841,458.14

23,748,22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93,662.39

17,390,824.38

-86,773,812.02

-99,550,72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634,164.69

-23,255,006.45

-83,139,906.98

-110,814,140.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71,309.85

78,256,422.53

-45,162,551.23

-19,280,8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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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季度及三季度将收到的部分筹资活动往来款计入经营活动现金流，现将其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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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5,313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4,547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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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爵盟管
境内非国有
理咨询有限公
法人
司

31.91%

65,184,760

0 质押

爵盟投资（香
境外法人
港）有限公司

24.54%

50,126,699

0

9.41%

19,210,232

0

北京泽盈投资
有限公司－顺
其他
势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05%

4,192,195

0

惠州市祥佳科 境内非国有
技有限公司
法人

1.04%

2,117,804

0

北京泽盈投资
有限公司－顺
其他
势 2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0.90%

1,846,135

0

吴湘宁

境内自然人

0.79%

1,616,520

0 质押

余建华

境内自然人

0.70%

1,419,858

0

林大钧

境内自然人

0.59%

1,202,095

0

刘勇

境内自然人

数量
48,960,000

1,6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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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贰零壹贰
境内非国有
企业管理咨询
法人
有限公司

0.53%

1,091,677

0

惠州市祥佳科技有限公司为员工持股公司；北京泽盈投资有限公司-顺势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金和北京泽盈投资有限公司-顺势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均为北京泽盈投资有限公司旗下的基
动的说明
金产品,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与前 10 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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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潜水装备等适宜各类人群的涉水活动防护装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和潜水服务业务。公司主要采取
ODM与OBM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销售，产品主要销往欧洲、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对海外市场的依存度较高。2020年以来，
全球尤其是海外疫情持续蔓延，上市公司原有各板块业务均受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潜水装备制造业务出现订单减少、业务
拓展不利等情形，从而导致公司业绩下滑，主营业务趋于萎缩，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面临较大经营压力和困难。报告期内，
公司总资产为6.5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71亿元，较2019年度下降66.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582.74万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92.12%，公司主要业务回顾如下：
一、积极应对不利环境，调整和优化业务结构
2020年，公司在积极应对疫情带来影响的同时，及时调整和优化业务结构，在4月份出售了子公司上海招信的100%股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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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售了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潜水运动的100%股权；由于实际经营及盈利状况不达预期等原因，公司于6月注销了子公司三
亚中潜；由于北海中潜主要团队人员于2月份递交了辞呈，大数据业务处于停滞状态，公司于11月决定对其进行注销；下半
年考虑到海外疫情未出现缓和迹象，公司长时间未能承接新的订单，已经处于连续亏损状态，为了缓解上市公司现金流压力，
同时及时止损，公司停止了潜水服相关生产线的产品生产。
目前公司生产和销售的主营产品包括潜水镜、潜水呼吸管、脚蹼及游泳镜、游泳帽和游泳配件等一系列潜水装备和游泳用品。
公司作为潜水装备生产和供应商，在浮潜装备和游泳用品行业深耕多年，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直接客户均为大型的品
牌运营商，均以ODM的经营模式为主，并积极拓展在OBM方面的市场规模。
二、持续加强自主品牌的推广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自主品牌产品在海内外市场的推广力度，积极参加国内外行业展会，借助国内外潜水展和主要体育
用品展会及营销网络平台，建立形式多样的市场推广机制，进一步巩固自主品牌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地位。
三、坚持研发创新，实现智能化项目建设
研发创新是公司的生命源泉，公司始终十分重视，致力于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2020年，公司投入研发费用431
万元。在研发成果方面，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已获专利授权共218项，发明专利16件，实用新型专利50件，
外观专利118件，软件著作权17件，注册商标17个。
报告期内，公司潜水装备生产线自动化建设升级项目已部分投入运行，未来计划逐步实现全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届时将会使
得产品线布局更为合理，通过构建智能化制造体系，实现高效作业，节约人力成本，能够更好地满足高端客户的质量要求并
提升生产效率，突破现有的产能瓶颈。
四、新业务探索与尝试
在公司传统主营业务难以实现重大突破的情况下，为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公司尝试了通过外延式并购推进转型升级。鉴
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传统制造业，主要经营管理团队系在公司发展过程中逐步成长的创始团队，对于新业态的特点及风险认
识有限，探索转型过程未达到预期，但公司积累了相关经验，未来在转型过程中，会更加专注聚焦，注意引进人才，力求成
功转型。
五、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签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944004629，发证日期：2019年12月12日），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效期为三年。本次认定是公司原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所进行的重新认定，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比例计缴。
根据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签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2044200123，发证日期：2020年12月11日），公司孙公司深圳市华尔威体育用品制造有限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有效期为三年。
六、积极自查整改
公司于2020年10月2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调查通知书》（编号：粤调查字20137），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广东证监局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对此，公司上下高度重视，一方面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调查工作；另一方面深
刻反思、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借此机会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认真梳理存在的各类问题和风险，扎实整改。加强董监高
的相关培训工作，树立风险意识和规范运作意识，切实提升内控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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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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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是潜水服相关生产线停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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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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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期发现重要前期差错事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
更正及相关披露》（2018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相关差错事项进行更正，涉及2019年度的合并财
务报表，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要前期差错事项及更正情况
(一) 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
2020年10月20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粤
调查字20137），因本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中国证
监会决定对本公司立案调查。立案期间，根据本公司财务自查，本公司就下述事项对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
表进行更正。
2019年度, 全资子公司北海中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中潜）与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泰康在线）签订《互联网保险业务技术支持协议》，将泰康在线支付的保险技术服务费确认
为营业收入；北海中潜与上海天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放网络）签订《推广服务合作协议》，
将天放网络提供的数据导流服务费用确认为营业成本。
经核查，北海中潜实际业务模式为向天放网络提供数据分析处理服务，泰康在线应向天放网络支付保
险技术服务费，北海中潜应将收到泰康在线的保险技术服务费作为代收代付款返还给天放网络。
(二) 前期差错更正会计处理
1. 冲回2019年度北海中潜原对泰康在线的营业收入及对天放网络的营业成本；2019年度北海中潜合计
为天放网络提供945,175条数据分析处理服务，参照市场可比报价20.60元/条（含税），双方重新签订合同，
并重新确认对天放网络的营业收入。北海中潜与天放网络所有的交易已经完结，不存在除账面记载的债权
债务关系以外的其他利益往来，重新确认的营业收入与原营业毛利额的差额7,375,819.84元无需退还给天放
网络，将上述差额调整至资本公积
借：主营业务成本——天放网络
-11,542,807.38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天放网络
18,368,495.28元
主营业务收入——泰康在线
-37,287,122.50元
资本公积
7,375,819.84元
2. 根据重新厘定的应收账款，冲回2019年度多计提的坏账准备及多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应收账款——天放网络
-11,855,731.38元
贷：应付账款——天放网络
-11,855,731.38元
借：信用减值损失
-592,786.57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
-53,350.79元
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592,786.57元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53,350.79元
(三)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2021年4月28日四届二十一次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
二、重要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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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2019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应收账款
124,652,270.9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35,872.56
资产总计
1,060,742,787.79
应付账款
81,225,362.12
负债合计
488,716,353.39
资本公积
103,813,365.62
未分配利润
272,336,840.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72,026,434.4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72,026,434.4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60,742,787.79
(二) 对2019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调整金额
-11,262,944.81
-53,350.79
-11,316,295.60
-11,855,731.38
-11,855,731.38
7,375,819.84
-6,836,384.06
539,435.78
539,435.78
-11,316,295.60

调整后金额
113,389,326.12
982,521.77
1,049,426,492.19
69,369,630.74
476,860,622.01
111,189,185.46
265,500,456.08
572,565,870.18
572,565,870.18
1,049,426,492.19
单位：元

项 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信用减值损失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调整前金额
527,581,350.43
361,831,061.37
-2,224,168.58
41,467,712.75
13,801,417.71
27,666,295.04
27,666,295.04
28,108,282.23
28,108,282.23

调整金额
-18,918,627.22
-11,542,807.38
592,786.57
-6,783,033.27
53,350.79
-6,836,384.06
-6,836,384.06
-6,836,384.06
-6,836,384.06

调整后金额
508,662,723.21
350,288,253.99
-1,631,382.01
34,684,679.48
13,854,768.50
20,829,910.98
20,829,910.98
21,271,898.17
21,271,898.17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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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7日，本公司与深圳市蒂瑞诗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蒂瑞诗珠宝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向其转让上海招信公司100%股权，双方以本公司原取得上海招信公司成本作为参考依据，转让对价
为40,816,326.00元，2020年6月30日工商变更完成。截至2020年9月27日，本公司累计取得超过50%以上转
让价款，将2020年9月30日界定为实际丧失控制权日。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蒂瑞诗珠宝公司尚欠
股权处置款15,816,326.00元，由于蒂瑞诗珠宝公司实际控制人失联，预计无法收回，期末已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
2、2020年5月15日，本公司与邓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潜水运动公司100%股权转让给邓鑫，
双方以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20年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林评字
[2020]160号）评估值5,837.79万元作为参考依据，转让对价为5,850.00万元，2020年6月12日工商变更完成。
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邓鑫尚欠股权处置款350.00万元。
3、2020年3月10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潜装备（香港）有限公司与施嘉豪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以
1,242,999.00港币受让其持有的环亚（香港）公司100%股权。
4、投资设立公司洋越控股有限公司、惠州市九度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市翔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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