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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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鲍群

内容和原因
独立董事鲍群认为：1.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
在资产减值等方面远高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
平；2.公司《2021 年内部控制自评报告》显示
仍有未解决的遗留问题，且影响未消除。

独立董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公司独立董事鲍群无法保证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法保证或者持异议的具体内容是：1.认为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在资产减值等方面远高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2.认为公司《2021 年内部控制自评报告》显示仍有未
解决的遗留问题，且影响未消除。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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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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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亚太（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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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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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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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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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正海（代行）

翁懿明

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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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5-83571291

0755-83571291

电话

0755-83571281

0755-83571281

电子信箱

zqgf888@163.com

zqgf888@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专业生产浮潜装备、游泳产品的制造和供应商，主要从事适宜各类人群涉水
活动装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等；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业务对海外市场的依存度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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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全球疫情持续反复，公司原有各板块业务均受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潜水装
备制造业务存在订单减少、业务拓展不利等情形。为缓解现金流压力并及时止损，公司已于
2020年10月停止了潜水服相关生产线的生产，按照公司2020年潜水装备产品营收计算，公司
潜水装备产品生产线停产比例为76.94%，上述产线在2021年尚未恢复生产。因此，公司现有
业务受市场等原因的影响，经营未达预期。2021年度，公司全年营业收入继续大幅下滑，业
务出现萎缩。
（一）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ODM/OBM业务品牌以及运营业务（自有品牌LOYOL）
板块，其中ODM/OBM业务为全球客户提供高品质游泳、浮潜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服
务，产品远销欧洲、亚洲和美洲等国际市场；品牌运营业务以国内市场为主，主打游泳产品。
（二）主要产品、服务及其用途
1、潜水装备用品
公司生产和销售的主营产品包括潜水镜、潜水呼吸管、脚蹼等一系列浮潜装备。公司作为
在浮潜装备行业深耕多年的潜水装备生产和供应商，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直接客户均
为大型品牌运营商，均以ODM的经营模式为主，努力为全球客户提供高品质潜水装备用品的
开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服务，相关产品远销欧洲、亚洲和美洲等国际市场。同时，公司也在积
极拓展在OBM方面的市场规模。
2、游泳用品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并销售了系列化的游泳镜、游泳帽和游泳配件等游泳用品。产品系列
涵盖了专业竞技、休闲游泳、儿童成人等各个品类，满足各场景下的专业装备和服装需求，
为专业人群及游泳爱好者提供舒适、安全、精致的游泳相关装备。品牌运营业务以国内市场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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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173,769.38

655,191,425.96

-17.25%

1,060,742,78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1,789,388.65

373,839,889.06

-38.00%

572,026,434.40

2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21 年
营业收入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25,874,146.74

166,848,202.68

-84.49%

490,294,22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887,673.51

-189,235,447.22

24.49%

1,921,97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634,739.81

-238,251,287.47

45.59%

-2,040,774.38

-822,112.89

2,241,756.93

-136.67%

29,246,571.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91

23.08%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0.91

23.08%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18%

-40.20%

-6.98%

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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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1,169.15

7,871,004.03

4,823,316.18

7,538,65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00,382.77

-19,782,503.87

-16,954,637.28

-89,950,14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14,537.25

-18,469,831.41

-16,112,472.25

-79,837,898.90

4,830,743.85

-7,887,855.01

6,827,341.94

-4,592,343.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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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29,423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25,779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持有特别表决
0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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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深圳市爵盟管 境内非国有
理咨询有限
法人

31.91%

65,184,760

0 质押

爵盟投资（香
境外法人
港）有限公

24.54%

50,126,699

0

境内自然人

2.37%

4,833,032

惠州市祥佳科 境内非国有
技有限公司
法人

0.32%

648,542

0

何楚华

境内自然人

0.27%

554,701

0

徐锋

境内自然人

0.26%

521,000

0

陈清春

境内自然人

0.20%

399,400

0

孙金堂

境内自然人

0.16%

336,723

0

任正平

境内自然人

0.16%

325,900

0

刘勇

0 质押

数量
48,960,000

4,833,032

3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UBS AG

境外法人

0.14%

281,29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惠州市祥佳科技有限公司为员工持股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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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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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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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0.3.1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的情形，其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9.4条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最近三个
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深圳证券
交易所将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的规定，公司股票将在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
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2、立案调查事项
公司于2021年8月3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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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人员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1）2019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2019年年度报告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3）
收购合肥大唐存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存储”）项目披露的相关公告存在误导性陈述①关于“大唐存储也是国内少
数掌握商用最高安全等级国密商用算法芯片技术的公司”的描述，构成误导性陈述②关于“大唐存储近一年又一期亏损的主要
原因”的回复，构成误导性陈述；（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相关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31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2）。
3、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考虑到公司已处于连续亏损状态，为缓解资金压力，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中的“潜水装备生产线建设
项目”转让给深圳市惠宝纸制品有限公司，拟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2,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月14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截至目前，交易双方已
办理完成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所涉及的资产产权已完全过户。
4、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进展暨诉讼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与深圳市蒂瑞诗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蒂瑞诗”）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公司将全资子公司上海招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招信”）100%股权转让给深圳蒂瑞诗，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0,816,326元。2020年6月30日，公司完成了上海招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协议约定，深圳蒂瑞诗应自工商登记变更完
成之日起6个月内（即2020年12月30日前）支付完成所有股权转让款项。截至2020年12月30日，深圳蒂瑞诗仍有15,816,326
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给公司。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2021年4月19日分别向深圳蒂瑞诗发出了《催告函》、《律师函》，要
求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项，但深圳蒂瑞诗对上述事项一直未予处置。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
2021年7月14日收到了《受理案件通知书》（案号为：（2021）粤0305民初15451号）。截至目前，本次诉讼任在等待一审法
院安排开庭审理中。
5、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公司于2021年11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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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对相关差错事项进行更
正，涉及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会
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了《关于中潜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5-116 号），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内容。
6、转让物业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一宗国有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等事项
公司于2022年3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资产的议案》。考虑到公司目前已处于连
续亏损状态，为了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公司拟决定以人民币 14,000.00 万元（含税价）向玺智达精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玺智达电子”）出售物业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长布村村民小组的一宗国有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及地
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3月1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转让资产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8）。
7、投资瑞智中和相关事项
为拓展新业务，公司于2022年3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
司拟以自筹资金人民币5,100万与陈学东、安徽瑞和智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和智”）等共同增资江
苏云智星河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智星河”）的全资子公司江苏瑞智中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
后，公司将持有瑞智中和 51%的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3月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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