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管理人：清正（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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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枪 鱼 行 业 概 况01



01 金枪鱼行业概况-金枪鱼资源分布广泛

       金枪鱼又称鲔鱼、吞拿鱼，为大洋性洄游鱼类，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中低纬度海区。金枪鱼主要分为高端金枪鱼主做生鱼片

原料鱼（包括蓝鳍金枪鱼、大目金枪鱼、黄鳍金枪鱼、剑旗金枪鱼、马林等）；普通金枪鱼主要用于制作金枪鱼罐头（包括长鳍金枪鱼、鲣鱼

等）。金枪鱼最高游速达每秒20米，只在海域深处活动，因此肉质柔嫩鲜美，没有污染，是不可多得的健康美食。新鲜的金枪鱼向来是海鲜料理

之中的极品。



高档餐厅专供

保健品宠物食品 金枪鱼罐头

01 金枪鱼行业概况-金枪鱼消费场景多样化



01 金枪鱼行业概况-金枪鱼食用价值高

1、降低胆固醇
　　金枪鱼含有大量肌红蛋白和细胞色素等，脂肪酸大多为不饱和脂肪酸，具有降低血压和胆固醇的
功效，是防治心血管疾病的理想食物。
2、补充钙质
　　金枪鱼的肉属高钙食物，经常食用有助于牙齿和骨骼的健康。
3、强筋骨
     金枪鱼能补虚壮阳、除风湿、强筋骨、调节血糖，对性功能减退、糖尿病、虚劳阳痿、风湿痹痛、
筋骨软弱等症均有防治之效。
4、促进大脑发育
     金枪鱼含有丰富的酪胺酸，能帮助生产大脑的神经递质，使人注意力集中，思维活跃。金枪鱼的
鱼眼中含有二十二碳六烯酸，该物质具有促进儿童大脑发育、延缓老人记忆衰退的作用。
5、预防贫血
　　铁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金枪鱼的血合中含有丰富的铁分和维生素B12，易被人体吸收。
经常食用，能补充铁分，预防贫血，并能作为贫血的辅助治疗食品。
6、美容减肥
　　金枪鱼肉低脂肪、低热量，还有优质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食用金枪鱼食品，不但可以保持苗
条的身材，而且可以平衡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是现代女性轻松减肥的理想选择。
7、保护肝脏，强化肝脏功能
　　现代人因紧张的生活节奏、巨大的工作压力、过度疲劳造成的一系列肝病发病率日渐提高。金枪
鱼中含有丰富的DHA、EPA、牛黄酸，能减少血份中的脂肪，利于肝细胞再生。经常食用金枪鱼食品，
能够保护肝脏，提高肝脏的排泄功能，降低肝脏发病率。

1、金枪鱼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D，
且钙、磷和铁等矿物质的含量也较高。

2、金枪鱼鱼背含有大量的EPA，前中腹
部含丰富的DHA。此鱼所含的DHA比例
为鱼中之冠，是极佳的健脑食品。

3、金枪鱼含有大量肌红蛋白和细胞色素
等，脂肪酸大多为不饱和脂肪酸。

营养价值

食用价值



01 金枪鱼行业概况-金枪鱼消费市场需求逐年增高

       日本为全球最大的金枪鱼市场，其中以高端金枪鱼为主，主要用于满足对寿司和刺身等的需求。根据OPRT（世界金枪渔业促进业协会）统
计数据，2016年日本对主要的高端金枪鱼（如大目金枪鱼、黄鳍金枪鱼）的消费量约占全球高端金枪鱼消费量的55.2%，消费额约占66.9%。在
欧美一些国家，人们把金枪鱼肉比作是“海鸡肉”或“小牛肉”。美国制造的油浸金枪鱼罐头风靡全球，是国际上最畅销的食品之一。

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金枪鱼消费量是指终端消费者消费的金枪鱼量，包括生鱼

片、罐头等产品重量。

 受日本饮食文化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对生鱼片接受度逐年

上升，促进了高端金枪鱼的消费。

 预计到2021年，金枪鱼市场总消费量高达2200.3千吨，其

中高端金枪鱼消费量高达1044.2千吨。

世界消费量变化及预测，2012-202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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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是金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由于日本市场对高端金枪鱼的需求逐渐增大，使

得日本对金枪鱼的消费额逐年增高。

  随着全世界经济的不断增长，对金枪鱼的消费能力提高，加上由于船舶数量和捕

捞量的限制以及捕捞成本的上升，  预计今年年末，金枪鱼销售价格会出现大幅

上涨。

日本金枪鱼消费额，2012-2021E

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金枪鱼行业概况-金枪鱼销售价格将迎来较大增长



01 金枪鱼行业概况-预计未来中国将成为高端金枪鱼主要捕捞的国家之一

   自2012年以来，随着捕捞技术及船只的改良，高端金枪鱼的捕捞量持续增高；
   中国延绳钓船只不断增加，未来国际仅批准1000艘延绳钓船；
   预计随着中国捕捞技术的增加及延绳钓船的增多，中国将成为高端金枪鱼主要捕捞的国家之一。 

中国金枪鱼捕捞量（按商业品种细分），2012-2021E

来源：FAO, 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国金枪鱼延绳钓OPRT
注册船只数量变化

时间 数量（个）

2012.3 138

2013.3 141

2014.3 150

2015.3 166

2016.3 178

2017.3 188



01 金枪鱼行业概况-未来中国将成为金枪鱼主要消费国家之一

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2012-2021E

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金枪鱼在国内主要集中日本料理店，属于高端消费；

 自2012年以来中国高净值人群处于持续增长状态；

 目前全国拥有12300家日本料理，且以年复合10%

增长率增长；

 预计未来中国成为金枪鱼消费市场最大的国家之一。



拟 投 公 司 介 绍02



02 拟投公司介绍-项目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0年04年28日

注册资本：9466.4678万元

法定代表人：励振羽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38号34层。

经验范围:远洋渔业的捕捞、加工（限现场作业）、销售；捕捞技术的咨询；渔需物资的经销；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

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公司简介：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枪鱼钓”) 是中国领先的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渔业的企业，总部位于中国辽宁省大连市。

公司是较早进入中国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渔业的企业之一，且是中国最大的超低温高端金枪鱼延绳钓渔业公司。

       金枪鱼钓专注于捕捞及销售高端金枪鱼，其市场价格远高于普通金枪鱼且主要用于制作高档生鱼片。主要将高端金枪鱼销往日本，日本市场

是全球高端金枪鱼的最大市场。金枪鱼钓是日本最大的中国高端金枪鱼供货商。



02 拟投公司介绍-核心业务介绍

         金枪鱼钓为全国最大的远洋金枪鱼捕捞企业，拥有31艘特许经营渔船

（全世界1000 艘左右且不能增加），未来3-4 年还将持续购进25艘船，达到

56艘（每艘船年净利润在1000万元左右），成为世界最大的远洋金枪鱼捕捞

企业。

       金枪鱼钓自 2000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金枪鱼的远洋捕捞和销售，主要

为消费者提供用于制作生鱼片的高端金枪鱼，是较早进入中国超低温金枪鱼

延绳钓渔业的企业之一，为中国最大的大洋性捕捞船队。捕捞网络覆盖金枪

鱼全球主要捕捞区域，包括：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金枪鱼捕捞区域。公

司捕捞渔获主要销往全球最大高端金枪鱼市场——日本，已成为日本市场最

大的中国高端金枪鱼供应商，少量普通金枪鱼及其他鱼种还销往台湾、韩国、

中国大陆。

       金枪鱼钓目前拥有及控制一支由 31 艘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渔船组成的现

代化、技术先进的船队，其中太平洋 17 艘渔船，大西洋 7 艘渔船，印度洋 4 

艘渔船，东太平洋3艘渔船。远洋捕捞渔船通常 2-3 年回航一次，经过 3 个

月左右的维修、保养后再次出航。所有渔船均配备探测、捕捞、储存、初加

工的相应设备。



02 拟投公司介绍-近三年财务利润情况

项目名称 2017年1-6月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营业收入（元）  433,433,768.22  638,585,839.75 556,236,512.18 430,808,198.39 

营业成本（元)  125,062,290.31  244,983,530.27 263,299,377.25 183,574,218.78 

净利润（元）  232,396,091.65  324,320,278.42 241,429,098.96 209,754,142.42 

净利润率 53.62% 50.79% 43.40% 48.69%

         最近三年一期的财报显示，金枪鱼钓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主要原因为：

大连中汇会计事务所提供金枪鱼钓提供的三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1）船队规模不断扩大，拥有及控制的渔船数量由2012年17艘变为2017年31艘；

（2）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玻璃船及金枪鱼钓钩减少成本支出，提高业务收入；

（3）作业海域范围拓展，即在巩固原有太平洋捕捞海域的基础上，通过收购渔船实现大西洋、印度洋的捕捞业务突破；

 ( 4  ) 持续收到多种补贴政策。

       大连中汇会计事务所成立于2000年，是具有近17年的财务审计经验，成为具有财政部、证监会批准的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许可证资格，以及具有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从事税务鉴证、税务服务资格的大型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

审计数据如下：



02 拟投公司介绍-盈利预测

项目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86,263.48 万元 109,903.96万元 127,675.28 万元 139,630.59 万元

平均净利润率 47.63% 47.63% 47.63% 47.63%

净利润 41,084.42 万元 52,343.59 万元 60,807.48 万元 66,501.40 万元

      以上净利润测算仅为船队增加而产生的净利润增加，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玻璃钢船更新改造，船舶改造项目已列为国务院重点支

持项目，农业部针对公司本项目提供政策支持，公司每建造三艘玻璃钢船，国家赠送一艘玻璃钢船。玻璃钢船建造完成后，每年可

为公司提升净利润的30%。公司未来拟并购金枪鱼终端加工企业，为公司产业链延伸提供价值。

      预计2017年至2020年收入分别为8.62亿元、10.99亿元、12.77亿元、13.96亿元，按照企业历史平均净利润率47.63%计算，

净利润分别为4.12亿元、5.2亿元、6.1亿元、6.7亿元。



02 产品介绍-收益测算
     本基金拟投公司向上市公司承诺 2017 年、2018 年、2019年承诺净利润为3.4 亿元、3.9 亿元、4.6亿元，如未满足利润要求，拟投公司实际控
制人提供净利润差额补偿义务。

发行股份价格
（元/股） 收购价格/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

万股
收购后总股本

/万股

退出时股价(4.6亿元净利
润，50倍市盈率）（元/

股）
总收益率 年化收益率

8.5

476,000.00

56,000.00 100,083.26 22.98  170.36% 56.79%

9 52,888.89 96,972.15 23.72  163.54% 54.51%

10 47,600.00 91,683.26 25.09  150.86% 50.29%

11 43,272.73 87,355.99 26.33  139.35% 46.45%

12 39,666.67 83,749.93 27.46 128.86% 42.95%

浮盈收益 上市公司以47.6亿元对价100%并购金枪鱼钓后，按照不同发行价格对应收益率如下：

       根据券商并购重组方案显示，上市公

司与金枪鱼钓并购计划对价为47.6亿元，

本计划拟定以45亿元对价进入，一旦并购

完成，金枪鱼钓估值将产生2.6亿元浮盈，

本计划对应2.38%持股比例为618.8万元浮

盈。

       以上测算均以金枪鱼钓公司退出时公司承诺净利润4.6亿元计算，根据金枪鱼钓公司实际应收测算，2019年净利润约为6.1亿元，如2019
年公司净利润6.1亿元实际完成，则项目投资总收益在以上测算基础上将再次提高，平均总收益率达到232%，平均年化收益率达到77.43%。



02 拟投公司介绍-竞业分析

代码 名称 股价（元） 市值（亿元） 市盈率 延绳钓船 业务介绍

200992 中鲁 B 5.59 14.87 38.32倍 14艘 公司是一家综合性渔业公司，公司主要捕捞产品

为高端金枪鱼、罐用金枪鱼和其他优质鱼类

600097 开创国际

（集团）

17.29 35.9 61.19倍 20艘 公司主要从事远洋渔业捕捞，海淡水产品养殖等

000798 中水渔业 9.18 29.33 亏损即将转盈 17艘(新购入） 公司是以远洋水产捕捞，储运、销售和进出口等

业务为主

拟上市 金枪鱼钓 拟定10元 47.6 约14倍 31艘 高端金枪鱼的远洋捕捞和销售

  受中国农业部、远洋渔业协会等区域性金枪鱼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施行的国内、国际法等相关监管等政策，中国符合远洋船业的
上市公司不超过4家，行业竞争小。

 金枪鱼钓是中国最大的超低温高端金枪鱼延绳钓渔业公司，延绳钓船数量位于行业之首。
 预计公司上市后，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远洋金枪鱼捕捞企业 。



上 市 方 案03



03 交易方案-拟投公司上市历史背景介绍

2000年4月      公司成立

2016年2月 与A股上市公司达成重组计划，后因委派的会计师事务所遭受处罚，无法进行审计而暂停。

2016年7月     金枪鱼钓暂停重组计划，支付4.52亿股权转让金，并向上市公司提供3.52亿补偿款，锁定重组权。  

2017年7月      启动资产重组计划（上市后股份锁定12月）。  

2014年           拟香港上市，搭建红筹构架，取得港交所聆讯。

2016年6月     上市公司向金枪鱼钓转让28%的老股获得国有股东转让股份国资委批复函。



03 交易方案-拟投公司上市股权变更图

2.38%7.50%18.18%

长城(德阳)产业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镇海彩珐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共青城清正智明
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励振羽

大连金沐投资
有限公司

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
司

37.09% 22.68%

100%

100%

上市公司原大股东

励振羽及大连金沐

标的公司原股东（含
本基金

配套融资参与方

上市公司原小股东

21.39%

17.95%

24.76%

10.59%

25.31%

（新）上市公司

1.本基金投入后公司股权变更情况 2.重组上市后股权变动情况

    其他资本

12.17%



03 交易方案-重组交易方案说明

①：上市公司拟收购金枪鱼钓公司100%的股权，资产价值按照2017年承诺利润3.4亿元的14倍PE计算，估值47.6亿元。

②： 购买励振羽及大连金沐50.88%的股权，交易对价为24.22亿元，其中股份支付16.95亿，现金支付7.27亿元。

③： 购买其他股东49.12%的股权，交易对价为23.3亿元，全部股份支付。

④：上市公司将原业资产转入母公司。

⑤：上市公司将非公开发售一亿股，假设为15元/股，配套募资15亿元。其中7.27亿元用于现金支付，7.73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上市公司

励振羽及大连金沐
股权合计50.88%

其他股东股权合计
49.12%

金枪鱼钓公司

上市母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

①

②

③

④

⑤



03 交易方案-拟重组A股公司简介

       拟投上市公司由原国家经贸委批准设立，1999年注册成立。
2000年，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先后入选沪深300
指数、深圳100指数、巨潮100指数、道中80指数、深圳创新指数
等。

       公司主要从事稀有金属钽、铌及铍合金等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进出口业务。1965年，根据中央三线建设的要求，公司主发起人
由北京搬迁宁夏建成。公司聚集了主发起人生产钽粉、钽丝等主要
优良资产和科研成果，经过四十余年的积淀，目前已形成钽金属及
合金制品、铌金属及合金制品、铍合金材料、钛金属及合金材料、
光伏材料和能源材料六大类产品。上述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电子、通
讯、航空、航天、冶金、石油、化工、照明、体育、医疗、原子能、
太阳能等领域。

      2016年末，公司在职员工总数为1835人，其中：研究生以上
21人，大学本专科1062人，中专215人，其他537人。

公司简介 组织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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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产品介绍-基金要素表

基金名称

基金形式 有限合伙

基金规模 本期计划融资5000万至1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限 3+1年

基金管理人 清正（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方向 本基金通过共青城清正智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于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

公司股权

退出方式 1、并购重组后，在二级市场退出

2、2018年若并购失败，大股东优先按照年化8%回购退出

收益分配 基准收益：年化8%；超过年化8%部分，管理人提取超额收益的20%

管理费 2%/年

认购费 1.5%



04 产品介绍-基金交易结构图

共青城清正智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

A股上市公司

LP1 LP...（不超过49
人）

清正资本（GP） 中泰证券
管理 托管

认购股权

100%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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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
优势

• 具备特许经营权资质
• 全球OPRT120个注册国家之一
• 船只数量未来25年内不可增加

销售
优势

• 具有长达16年的合作供货商
• 东洋冷藏株式会社为主要采购商，采

购额度超过80%。
• 东洋冷藏株式会社是日本金枪鱼最大

的采购商

生产技
术优势

• 公司采用自主设计玻璃船，每年为公司
提升净利润的30%

• 自主研发设计金枪鱼鱼钩
• 聘请国外海洋教授获取水文资料
• 船员平均有十余年捕捞经验

竞争
优势

政策
优势

资本
优势

• 减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进口关
税等

• 补贴燃油、造船及贷款贴息
• 每年补贴金额超过5千万

• 远洋捕捞行业，符合资质及技术要求，
国内不超过十家

• 公司未来拥有56家延绳钓船，为中国
最多

• 全球特许延绳钓船1000艘，且不可增
加。

目前已经获得燕园创投、长城资产、华
融资产、东方资产、中航信托、温州银
行、陕国投等金融机构的大额投资。

05 投资亮点-项目公司亮点



优质的投资标的

本基金拟投标的拥有特许经营权，未来成长性高、经营利润
高且行业竞争小。预计未来3-4年成为世界最大的远洋金枪鱼
捕捞企业。

可靠的上市计划
本基金拟投标的已经获得国资委批准取得上市公司部分股权，
上市公司作为困难国企，成功的重组对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国企转型脱困意义重大。

明确的退出路径
本基金拟投标的拟2018年上市，上市后二级市场退出，如果
未实现上市计划，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将按照年化8%的收益
现金回购。

投资亮点-基金投资亮点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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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管理人介绍-公司概况

        清正（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以投资上市

公司和拟上市公司股权为主，业务涵盖定增投资、产业重组、新三板投资及金融服务四大板块。 

公司围绕上市公司需求，以一级半市场的定增投资为核心， 精选行业领先的优质公司，与优秀的

企业家合作，通过资本帮助被投资企业深度布局产业链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及定制化金融服务帮

助企业解决资金需求，优化财务结构。



06 管理人介绍-管理团队介绍

核 心 团 队

李雪松

总经理

l 原新徽商联盟股权投资业务部总
负责人，基金管理业务部总监。

l 擅长对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的
资产状况、经营状况、盈利能力
和成长性做精准分析。

l 管理的单只资管类产品——民营
石油能源类龙头企业四川中油天
能能源投资基金规模达1亿。

l 参与管理的基金及信托产品规模
达8.3亿。

白晨

市场总监

l 英国桑德兰大学国际化管理专业
硕士。

l 5年的海外留学时间内，对海外
资本市场有深刻的研究，在多层
次的资本市场、创新金融工具和
监管、私募股权并购基金良性发
展有独到的见解。

l 对比国外成熟资本市场，能够对
国内资本市场的风险与收益做最
严格的把控。

周静

财务总监

l 从事财务工作9年，注册税务师、
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l 集团企业、大型国企、房地产、高
新、双软公司的全面财务管理工作
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团队建设与
领导力 。

l 重大投资项目和经营活动的财务风
险评估、审核能力；成功主持上市
IPO前期准备工作，大型国企、上
市公司、金融证券公司等审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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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风险提示

l本募集说明书仅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说明书规定有意向的潜在投资者进行说明。本说明书的 内容系基金管理人之

专业团队经过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文件仅向特定的投资人提供,辅助其了解本基金及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说明书内相关内容以最终签

署的协议为准。 

l本基金将通过投资实现基金资产规模的稳步增长。意向投资者应仔细阅读相关资料，知晓在投资过程中存在法律和政策风险、市场风

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特定的投资方法及所投资的特定投资对象可能引起的特定风险、管理与操作风险、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 

l本募集说明书以产品介绍为目的,不构成任何形式的保证、承诺或对投资者及基金管理人权利义务的约束性法律 文件,基金管理人承诺

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遵守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为投资者高度负责的原则管理资产。 

l本募集说明书及其保密内容均为基金管理人所有,未经同意不可复制或分发,内容亦不可向第三者披露, 阅读本说明书的人员应有遵守此

条款的义务。本说明书为保密文件,仅供基金推介使用,最终内容以具体协议或合同为准。本说明书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管理人有权在

本基金目的范围内进行合理解释。



THANK  YOU
走 进 瀚 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