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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 指 北京鹫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千娇公司 指 宁夏千娇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章程 指 北京鹫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会计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公司董事会 指 北京鹫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监事会 指 北京鹫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股东大会 指 北京鹫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报告期 指 2021年 1月 1日—3月 31日 

 

 

 



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程柏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来涛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季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季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

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

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深圳福田区金中环商务大厦 B 座 1321 

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长签署的三季度报告正本 

2．载有董事长、财务部经理签名并盖章的会计报表 

3.报告期内在代办股份转让网站上公开披露的公司文件的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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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证券简称 鹫峰 5 

证券代码 400010 

挂牌时间 2002年 6月 5日 

普通股股票交易方式 □连续竞价交易 √集合竞价交易 □做市交易  

分层情况 基础层 

行业（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 制造业（C）-农副食品加工业（C13）-水产品加工（C136））-其

他水产品加工（C1369） 

法定代表人 程柏江 

董事会秘书 杨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61026135539 

注册资本（元） 135,000,000.00 

注册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京加路 18 号                

电话 010-88696529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万达广场 D 座 1516 室 

邮政编码 100040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国泰君安 

 

 

二、 行业信息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2021年3月31日） 

上年期末 

2020年 12 月 31日 

报告期末比上年

期末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3,917,769.77 24,468,258.65 -2.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458,719.06 14,250,737.94 -5.5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10% 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5.75% 27.02% -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21年 1-3月） 

上年同期 

（2020年 1-3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0.00 39.7 -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3,016.52 -647,583.06 7.0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93,016.52 -647,583.06 7.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2.60 -19,713.62 -128.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0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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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4.40% -3.3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4.40% -3.38% 

- 

利息保障倍数 0.00 0.00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1-3 月）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补充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四、 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1,050,000 23.00% 0 31,050,000 23.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861,128 0.64% 0 861,128 0.64% 

      董事、监事、高管 374,440 0.28% 0 374,440 0.28%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03,950,000 77.00%  103,950,000 77.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47,679,700 35.31% 0 47,679,700 35.31%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35,000,000.00 - 0 135,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330 

 

 

单位：股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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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

称 

期初持

股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

股数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

持有

限售

股份

数量 

期末持

有无限

售股份

数量 

期末

持有

的质

押股

份数

量 

期末

持有

的司

法冻

结股

份数

量 

是否通过认购

公司公开发行

的股票成为前

十名股东，如

是，披露持股

期间的起止日

期 

1 程柏江 48,540,

828 

0 48,540,

828 

35.96% 47,679

,700 

861,12

8 

0 0 否 

2 海南神

龙股份

有限公

司 

8,048,0

00 

0 8,048,0

00 

5.96% 8,048,

000 

0 0 0 否 

3 华泰联

合证券

有限责

任公司 

3,500,0

00 

0 3,500,0

00 

2.59% 3,500,

000 

0 0 0 否 

4 北京燕

维森科

技发展

公司 

3,270,0

00 

0 3,270,0

00 

2.42% 3,270,

000 

0 0 0 否 

5 四川省

资阳市

征峰鞋

业有限

责任公

司 

2,260,0

00 

0 2,260,0

00 

1.67% 2,260,

000 

0 0 0 否 

合计 65,618,

828 

0 65,618,

828 

48.60% 64,757

,700 

861,12

8 

0 0 
- 

普通股前五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前五名股东中，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五、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存续至本期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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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大事件 

一、 重大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重大事项详情、进展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一)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董事会在审议季度报告时拟定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三、 对 2021 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1-6月经营业绩预计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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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会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一)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5,982.84 56,665.4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5,352.26 31,039.8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91,335.10 87,705.26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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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18,008,326.26 18,525,465.48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5,818,108.41 5,855,087.9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3,826,434.67 24,380,553.39 

资产总计 23,917,769.77 24,468,258.6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9,450.00 9,450.00 

应交税费 3,851.05 3,851.05 

其他应付款 8,537,347.53 8,295,817.53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8,550,648.58 8,309,118.58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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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0.00 

负债合计 8,550,648.58 8,309,118.5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35,000,000 135,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475,212.53 5,475,212.5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27,016,493.47 -126,224,474.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458,719.06 14,250,737.94 

少数股东权益 1,908,402.13 1,908,402.1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5,367,121.19 16,159,140.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3,917,769.77 24,468,258.65 

 

法定代表人：程柏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逐          会计机构负责人：来涛 

 

 

(二)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7,901.98 54,304.12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8,132,752.26 8,128,43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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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8,180,654.24 8,182,743.94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9,020,181.44 39,020,181.4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975.93 8,975.93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9,029,157.37 39,029,157.37 

资产总计 47,209,811.61 47,211,901.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1,465,000.00 1,330,000.00 

其中：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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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465,000.00 1,330,000.0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465,000.00 1,330,000.0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35,000,000 135,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495,393.97 7,495,393.97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96,750,582.36 -96,613,492.6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5,744,811.61 45,881,901.3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47,209,811.61 47,211,901.31 

 

(三)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营业总收入 93.40  

其中：营业收入 0.00       

利息收入 26.01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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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业总成本 792,112.28 744,348.34 

其中：营业成本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63,582.52 63,584.22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728,366.76 680,734.82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63 29.3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26.01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92,018.88 -744,348.34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92,018.88 -744,348.34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92,018.88 -744,348.34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792,018.88 -744,348.34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1.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99,002.36 -96,765.28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93,016.52 -647,583.06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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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05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程柏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逐          会计机构负责人：来涛 

 

 

(四)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36,962.40 95,627.45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27.30 14.30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20.7 39.7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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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37,089.70 -95,641.7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37,089.70 -95,641.75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37,089.70 -95,641.75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37,089.70 -95,641.75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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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67.3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3,026.01 161,565.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3,093.40 161,565.7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38,807.50 81,279.60 

支付的各项税费 63,582.52 63,584.2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385.98 36,415.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3,776.00 181,279.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2.60 -19,713.6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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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82.60 -19,713.6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6,665.44 99,577.7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5,982.84              79,864.14 

法定代表人：程柏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逐          会计机构负责人：来涛 

 

 

(六)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5,020.70 70,039.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5,020.70 70,039.7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1,312.44 67,479.60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110.40 28,201.8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1,422.84 95,68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02.14 -25,641.7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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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402.14 -25,641.7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4,304.12 92,955.3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901.98 67,3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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