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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转型后经营处于培育期，业绩暂不乐观 
——鹫峰 2012 年年报分析 

 汪睿（分析师）     

 021-38674657     

 wangrui008182@gtjas.com     

证书编号 S0880512020003    

本报告导读： 
 对公司2012年年报进行客观分析，并提示其存在的主要风险。 

 

分析要点： 

 
 公司经营范围：开发高科技农业、林业产品；有关房地产、广告、投资、工农业方面的信息咨询；租赁房

屋；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室内外装潢；人才培训；文化娱乐服务；销售百货、金

融材料、化工轻工材料、五金交电化工、机械电器设备、酒；旅游项目开发；旅游服务；组织文化、体育

交流活动；林业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劳务服务等。 

 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郑国海先生分别受让国地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北海中发投资有限公

司所持有的公司 2100 万股权与 1220 万股权。转让后，郑国海先生持有本公司 3320 万股权，占公司总股本

的 24.59%，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同时发生变化，由原来

的国地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变为郑国海先生。 

 公司产业进行了转型，业务进行了重整。2012 年 2 月公司收购宁夏野娇娇公司 70%的股权，使宁夏公司成

为我公司控股子公司。2012 年 5、6 月，公司分别出售了所持有的北京中林绿业 650 万股权以及湖南老爹农

业科技开发 1265 万股权，筹得资金 4452.68 万元。其中 3000 万用于增资宁夏野娇娇。通过上述行为，公

司的主营业务实现了全面的转型，由原来的开发高科技农业、林业产品，农业、林业产业投资，转向了农

副产品、食品开发、生产、经营。公司将依托宁夏地区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特别是其独特的水面资源优

势（而西北地区与穆斯林民众相对缺乏水产品），打造以淡水鱼类深加工为主的特色清真食品与农产品。 

 2012 年公司完成业务转型及重组后，全年经营业绩并不乐观。全年收入 640 万元，同比增 1314%，实现归

属母公司净利润-151 万元，较上年同期亏损额减少了 74.83%。营业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处于调

整期，基本无收入，2012 年收购宁夏野娇娇后产生收入。但宁夏野娇娇于 2011 年 11 月正式建成投产，2012

年主要的经营活动是做产品调试、产品试销、市场分析、网络布局等工作。同时，受地方政府食品监管大

检查与税务大检查影响，2012 年经营活动未能正常开展。为此，公司 2012 年总的销售状况与经营业绩尚不

尽人意，仍然出现亏损局面。 

 主要风险：2012 年公司经营继续亏损，公司业务主体宁夏野娇娇业务仍处于培育期，未来发展不确定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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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证券公司从事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管

理办法》（试行）关于“主办券商须对股份转让公司的定期报告发布分析报告，

客观地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存在风险”的规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北京鹫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鹫峰”或“公司”，系统挂牌代码：

400010）的主办券商，特此发布本分析报告。 

 

本报告旨在依据鹫峰公布的 2012 年度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对公司 2012 年度的

主要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并向投资者揭示其存在的主要风险，并不构成对鹫峰的

任何投资建议。 

 

1.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经营范围：开发高科技农业、林业产品；有关房地产、广告、投资、工农

业方面的信息咨询；租赁房屋；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室内外装潢；人才培训；文化娱乐服务；销售百货、金融材料、化工轻工材料、

五金交电化工、机械电器设备、酒；旅游项目开发；旅游服务；组织文化、体

育交流活动；林业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劳务服务等。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股东总人数 5277 户，流通股股东 3297 户。 

表 1：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全称） 年内增减 年末持股 比例（%） 类别 

郑国海 3320 3320 24.59 未流通股份 

海南神龙股份有限公司 0 804.8 5.96 未流通股份 

北京建宁体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 600.2 4.45 未流通股份 

国恒时尚传媒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485 3.59 未流通股份 

点点动漫（北京）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0 362.77 2.69 未流通股份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 350 2.59 未流通股份 

北京燕维森科技发展公司 0 327 2.42 未流通股份 

四川省资阳市征峰鞋业有限责任公司 0 226 1.67 未流通股份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 215.0273 1.59 流通股份 

深圳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0 200 1.48 未流通股份 

数据来源：公司定期报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单位：万股 

 

表 2：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全称） 年末持有数量（股） 种类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150,273 A 类流通股 

张森 1,448,116 A 类流通股 

谭运寿 1,235,949 A 类流通股 

程柏江 861,128 A 类流通股 

湛江湛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774,436 A 类流通股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72,418 A 类流通股 

岑永坚 405,300 A 类流通股 

茅永俊 390,820 A 类流通股 

麦素玲 374,440 A 类流通股 

倪敬 355,500 A 类流通股 

数据来源：公司定期报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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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2.1. 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变更 

2012 年 7 月 2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地土地整理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北海中发

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与自然人郑国海先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郑国

海先生分别受让国地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北海中发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

2100 万股权与 1220 万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后，郑国海先生持有本公司 3320 万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24.59%，

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同时发

生变化，由原来的国地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变为郑国海先生。 

 
2.2. 产业转型与业务重整 

2012 年 2 月公司收购宁夏野娇娇公司 70%的股权，使宁夏公司成为我公司控股

子公司。 

 

2012 年 5、6月，公司分别出售了所持有的北京中林绿业 650 万股权以及湖南老

爹农业科技开发 1265 万股权，筹得资金 4452.68 万元。其中 3000 万用于增资

宁夏野娇娇。 

 

通过上述行为，公司的主营业务实现了全面的转型，由原来的开发高科技农业、

林业产品，农业、林业产业投资，转向了农副产品、食品开发、生产、经营。

公司将依托宁夏地区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特别是其独特的水面资源优势（而

西北地区与穆斯林民众相对缺乏水产品），打造以淡水鱼类深加工为主的特色清

真食品与农产品。 

 

3.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2012 年公司完成业务转型及重组后，全年经营业绩并不乐观。全年收入 640 万

元，同比增 1314%，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51 万元，较上年同期亏损额减少

了 74.83%。 

 

营业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处于调整期，基本无收入，2012 年收购宁

夏野娇娇后产生收入。但宁夏野娇娇于 2011 年 11 月正式建成投产，2012 年主

要的经营活动是做产品调试、产品试销、市场分析、网络布局等工作。同时，

受地方政府食品监管大检查与税务大检查影响，2012 年经营活动未能正常开展。

为此，公司 2012 年总的销售状况与经营业绩尚不尽人意，仍然出现亏损局面。  

 

4. 公司财务状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为 7277 万元，股东权益 5596 万元，负债较少。其它

应收款下降较快主要是由于资产剥离，存货增加主要是野娇娇公司的生产经营

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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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项目名称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金 额 
占资产 
比重 

金 额 
占资产 
比重 

货币资金 3,867,306 5.31% 2,996,220 2.60% 
应收账款 93,592 0.13% 4,286,884 3.72% 
预付账款 794,469 1.09% 1,893,433 1.64% 
其他应收款 19,417,950 26.68% 48,845,684 42.41% 
存货 4,484,177 6.16% 1,221,930 1.06% 
固定资产 36,758,266 50.51% 38,736,217 33.63% 
无形资产 7,038,432 9.67% 7,186,350 6.24% 

         数据来源：公司定期报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5. 风险提示 
 

2012 年公司经营继续亏损，公司业务主体宁夏野娇娇业务仍处于培育期，未来

发展不确定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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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

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

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我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

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

需注明出处为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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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票投资评级标准： 

增持：股票价格在未来 6～12 个月内超越大盘 15%以上； 

谨慎增持：股票价格在未来 6～12 个月内超越大盘幅度为 5% ～15%； 

中性：股票价格在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大盘变动幅度为-5% ～ 5%； 

减持：股票价格在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大盘下跌 5%以上。 

 

 

国泰君安证券行业投资评级标准： 

增持：行业股票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超越大盘； 

中性：行业股票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基本与大盘持平； 

减持：行业股票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明显弱于大盘。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层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38676666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12 号中民时代广场 A 座 20 楼 

邮政编码：518029 
电话：（0755）82485666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盈泰中心 2 号楼 10 层 

邮政编码：100032 
电话：（010）59312899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网址：  www.askgtja.com 
E-MAIL：gtjaresearch@ms.gtj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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