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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推荐青岛三木水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下发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青岛三木水

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水产”、“股份公司”或“公司”）就其股票进入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让事宜

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并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提交了挂牌申请。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

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网信证券”）对三

木水产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事项等进行了尽职调查，

对三木水产本次申请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让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网信证券推荐三木水产挂牌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组”）根据《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对三木水产进行

了尽职调查，了解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独立性、关联交

易、同业竞争、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财务状况、发展前景、重大事项等。 

项目组与三木水产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人员，以及部

分员工等进行了交谈，并听取了公司聘请的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计师的意见；查阅了《公司章

程》、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

凭证、会计账簿、审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纳税凭证等；了解了

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 

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组出具了《青岛三木水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尽

职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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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符合挂牌基本条件 

根据项目组对三木水产的尽职调查情况，网信证券认为三木水产符合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已满两年 

公司前身青岛三木水产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8 月 14 日，于 2017 年 8 月

9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公司依法设立，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系股份公司

设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增设部分管理层职位需要。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的规定，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已满两年。 

因此，公司满足“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已满两年”的要求。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主营业务是从事马哈鱼、比目鱼、多利鱼等冷冻水产品的加工、贸易及

销售，以及为国外企业进行来料代加工，收取加工费。原材料均采购自国外，加

工成品出口到德国、荷兰、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经销商、二次加工企业

等。公司加工的各种鱼类产品含有大量蛋白质、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是西方

人的基本食材之一，市场容量大，需求稳定。 

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8 月净利润分别为 4,239,288.38 元、

8,992,503.58 元、6,748,030.65 元。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在营业收入中占

比在 95%以上，主营业务明确，报告期内持续盈利。 

因此，项目组认为公司主营业务明确，具有可持续经营能力。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14日。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按照《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公司的基本架构：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未设董事

会，设立执行董事一名，并设监事一名。公司设立、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等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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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应的法律手续，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事宜，出资真实、充足。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公司按照规范治理的要求，建立了由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含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等组成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其中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三

分之一。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财务负责人工作细则》、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财务会计管理制度》等规

章制度。 

目前，公司共有股东 2 名，均为自然人股东，股东人数、资格均符合公司法

要求。股份公司董事会由 5 人组成，董事长韩岩由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韩岩任

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李慧妍出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由李慧妍

担任。公司各内部机构和法人治理机构的成员符合《公司法》的任职要求，能够

按照三会议事规则履行其义务。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董事

会秘书任职及资格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李慧妍满足挂牌公司董秘任职

资格。自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以来，公司能够依法召开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切实保障了公司股东的基本权利，董事、监事勤勉尽责，各项决议

内容以及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能够独立开展会计核算、作出财务决策。 

除已披露信息外，公司最近两年不存在因违法违规经营而被工商、税务、社

保、环保等部门处罚的其他情况，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不存在违法违规及受处罚的情况。 

因此，公司满足“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要求。 

（四）公司股权清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成立至今的股权变动均按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签署相关转让协

议以及办理工商登记等手续。目前，公司共有股东2名，均为自然人股东，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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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韩岩、韩琦。主办券商经查阅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全部工商档案、出

资凭证等；访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股东、管理层等确认： 公

司设立、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等履行了相应的法律手续，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

登记备案事宜，出资真实、充足。 

因此，公司符合“公司股权清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要求。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与主办券商网信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网信证券对公司

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推荐公司股票挂牌，并将于公司挂牌

后实施持续督导。 

三、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网信证券推荐业务内核委员会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5 日对青岛三

木水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文件

进行了认真审阅，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召开内核会议。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成

员为何煦（外聘专家）、周君（外聘专家）、王建雄、薛志强、刘雅洁、王春雪、

张松启七人，其中律师、注册会计师、行业专家各一名。上述内核成员不存在近

三年内有违法、违规记录的情形；不存在担任项目组成员的情形；不存在持有拟

推荐公司股票，或在该公司中任职以及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对内核机构审核的要求，内核成员

经审核讨论，对三木水产本次股票挂牌公开转让出具如下的审核意见： 

（一）网信证券内核委员会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

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对项目组制作的《青岛三木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转让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了审阅，认为项目组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对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资料

核查等工作；项目组中的注册会计师、律师、行业分析师已对三木水产的财务会

计事项、法律事项、业务技术事项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出具了尽职调查报告。项目

组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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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试

行）》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

的要求，公司已按上述要求制作了《青岛三木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等挂牌申请文件，公司挂牌申请文件和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符合上述内容与格式

指引的要求。 

（三）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

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主办券

商推荐并持续督导。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规定的股票挂牌条件。 

（四）公司改制符合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股权清晰，出资真实，改制

过程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 

（五）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的要求，

内核成员审核了三木水产风险评估表及风险事项，经内核会议审核，评定三木水

产为低风险等级。 

综上所述，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颁布的股票挂

牌条件。七位内核成员经投票表决，7 票同意，0 票反对，一致同意推荐三木水

产挂牌。 

四、推荐意见 

公司主营业务为冷冻水产品加工和销售。公司主营马哈鱼、比目鱼、多利鱼、

青衣鱼等水产品加工。产品销往德国、荷兰、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公司生产产品按照鱼类品种及加工程度分为冻切类水产品系列和冻调味类

水产品。公司冷冻类水产品系对原料进行清洗、切片/段/块、镀冰衣、金属探测

等工艺后包装待销的产品。主要品类包括冻粉鲑、冻狗鲑、冻红鲑、冻比目鱼、

冻多利鱼等。公司冻调味类水产品系对原料进行清洗、切片、撒调料、装盘冻结

等进一步加工后的待销产品，消费者经简单烹制即可食用。目前，公司冻调味类

水产品包括各种冻调味鲑鱼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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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小组对三木水产的尽职调查情况和内核情况，我公司认为三木水产

符合《业务规则》中所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及公开转让的相关条件，同意推荐三木水产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让。 

五、提醒投资者注意事项 

（一）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水产品加工，生产的产品主要是食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消费者日益重视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关系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世界各国对食品安全都高度重视。尤其是200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先后正式

实施，政府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这对公司在食品质量安全

控制方面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虽然公司通过了HACCP质量体系认证，在原料

采购、产品加工等过程中对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内控措施，

但是发生产品质量问题并因此产生赔偿，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市场竞争风险 

我国水产加工企业数量众多，且大部分为小规模工厂和家庭作坊式企业，竞

争较为充分，包括公司在内的少数生产企业以其良好的市场形象和较高的品牌知

名度确立了自身明显的竞争优势，并保持了较高的盈利水平。然而，如果现有市

场竞争者通过低价策略争夺市场份额或者其他投资者基于对行业的良好预期而

新进入该行业，可能会加剧该行业的竞争，从而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一定不良影

响。 

（三）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采购的原材料主要是马哈鱼、比目鱼、多利鱼和其他海洋

鱼类等。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8月公司原材料占当期产品生产成本的

比例分别为83.82%、80.13%及81.20%，占比较高，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会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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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构成重大影响。虽然公司可凭借自身的规模优势及在长期业务开展过程

中所建立起的原材料供应渠道优势，根据国内外市场供求信息以及对未来市场需

求的预测，合理利用原材料供应的淡旺季，有针对性地制定原材料采购品种和数

量，最大限度降低该因素对公司盈利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但由于公司所需的主要

原材料大部分为海洋野生资源，无法通过人工养殖平抑供求，世界捕捞量的波动、

市场需求的变化等因素均可能引起价格变动，从而使公司面临由于主要原材料价

格变动所引发的风险。 

（四）人力资源风险 

人才充足性风险。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通过自身培养或外部引入已积累了

一批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食品加工、营销及管理等的人才。但是，随着公司经营

规模的扩大，各业务部门内部管理压力显著增大。对管理体系、人员素质的要求

不断提高，需要公司管理层在提高自身管理能力的同时及时调整现有组织模式和

管理模式，同时引进高水平人才以满足需求，如果公司无法储备相应的人才以适

应公司资产和经营规模扩大后的要求，或公司核心人员队伍出现较大流失，将对

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劳动力成本上升风险。从公司产品成本构成来看，直接人工占比为12%左右，

为仅次于原材料的重要成本项目。从长期来看，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因素影

响，单位劳动力成本将呈现逐步递增的趋势，虽然公司可通过提高产品售价及提

升劳动效率等措施降低其不利影响，但公司仍可能面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对

公司盈利带来的不利影响。 

（五）员工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缴纳不全所面临的法律风险 

截至2017年8月31日，公司为24名员工办理了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

生育等社会保险，为2名员工办理了住房公积金，并按期缴纳了上述社会保险和

住房公积金。2017年9月26日青岛市城阳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证明》

证明青岛三木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已正常参保，自2015年1月1日以来为其符合条件

的员工足额缴纳了社会保险，不存在欠费情况。公司现有签订劳动合同员工177

人，存在一部分员工未参加社会保险及缴纳住房公积金，虽然实际控制人承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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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所有相关可能发生的处罚及罚款，但公司仍然有可能面临潜在的法律风险。 

（六）公司规范治理风险 

有限公司阶段，虽然公司历次增资、股权转让等重大事项均履行了决议程序，

且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相关备案，但并未制定和执行对外担保、重大投资、

关联交易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逐渐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了适应公司现状的内

部控制体系，公司治理结构逐渐完善。但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间尚短，各

项管理控制制度的执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体系

也需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完善。特别是公司股份申请公开转让后，对公司治

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公司在对相关制度的执行中尚需进一步理解、熟悉，若

公司的规范治理水平不能适应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将会制约公司的发展。 

（七）客户集中度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客户相对稳定，销售回款情况良好，公司未来拟继续加强与

这些优质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2015、2016 年及 2017 年 1-8 月公司对前五大客

户销售的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1.34%、83.40%和 70.41%，占比相

对较高，其中第一大客户公司 G AND D FOOD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占

比分别为 31.28%、56.71%和 27.09%。公司对客户的销售集中度较高，存在客户

集中度较高的风险，主要原因是公司为了简化销售流程等工作通过贸易商与国外

客户签订销售合同；目前贸易商客户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价格公允。虽然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对公司产品的采购金额较为稳定，与公司存在长期、持

续的业务关系，但若未来大客户停止或减少向公司的采购，可能对本公司的经营

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八）存货跌价风险 

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存货，2015 年末、2016 年末及 2017 年 8

月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65,665,443.73 元、51,118,576.60 元、37,841,3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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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56.88%、47.60%和 41.42%。公司主要采用在原材

料价格相对较低时囤入批量原材料，实际生产时根据订单量补充采购原材料的经

营模式，因此存货金额占流动资产比例总体较高，当存货市场价格出现较大波动

时，公司可能面临存货跌价的风险，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九）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由于公司冷冻海洋水产品销售以出口为主，应收账款周转率相对较低，2015

年末、2016 年末和 2017 年 8 月末，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分别为 44,009,895.5

元、41,354,644.24 元和 20,471,387.75 元，分别占当期流动资产的 38.12%、38.51%

和 22.41%，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占流动资产的比重较大。如出现应收账款不能按

期收回或无法收回而发生坏账的情况，将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与运营效率，进而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公司主要客户均与公

司建立了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回款记录良好。 

（十）资产抵押风险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公司已经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用于公司的银行授信

的抵押，如果公司资产安排或使用不当，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未能在合同规定的

期限内偿还借款，金融机构将可能采取强制措施对上述资产进行处置，从而对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十一）汇率变动及贸易政策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冷冻海洋水产品销售以出口为主。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8 月，公司出口产品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7.43%、98.70%

和 99.09%。报告期内公司出口销售以美元结算，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8 月，公司的汇兑损益净额（净收益以正数列示）分别为-1,289,737.72 元、

-1,304,723.77 元和-507.41 元，汇兑损益净额占公司当期净利润比例分别为

-30.42%、-14.51%和-0.01%，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存在较大

影响。公司在业务往来中会进行本外币汇兑、交易和结算，受制于公司目前的财

务条件，公司主要采用即期外汇结算方式进行交易，并没有利用外汇远期、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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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进行套期保值，加之公司对外贸易政策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际政

治局势的影响，汇率变动及贸易政策风险存在进一步上升的可能。 

（十二）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证书及资质认证不能续展的风险 

公司冷冻海洋水产品加工业务事关食品安全，需要取得国内及国际一系列的

认证和许可，公司目前已取得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颁发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备案证明》、青岛市城阳区农业局颁发的《取水许可证》、青岛市环保局城阳分局

颁发的《山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等经营活动所必需的资质。上述证书到期后

的续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司若不能取得上述证书的续展，则会给公司经营

带来重大影响。 

（十三）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2016 年 5 月 10 日，公司向青岛市城阳国家税务局申请企业所得税涉税事项

备案并取得备案单，据此对青岛三木水产有限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产品为农产

品初加工产品。但如果未来公司未能继续顺利申请初加工产品免征企业所得税，

届时公司将不再享受上述优惠政策,可能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8 月公司收到的出口退税金额分别为 6,372,374.02

元、5,571,949.90 元和 2,633,310.06 元，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对公司经营业绩存

在较大影响，如果未来出口退税率降低，将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成本，从而会对公

司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产生不利的影响。公司将不断加强内部生产管理，提高产

品质量及降低废料比率。通过对各个生产经营环节的严格监管，合理控制生产成

本；此外，随着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公司针对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及下游客户的

议价能力均有所增强，这些因素均有利于降低出口退税政策变化对公司经营业绩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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