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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

次发行 

指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包含上

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在内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公司、开创

国际、上市公司 

指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开创远洋 指 开创国际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ALBO 公司 指 西班牙 HIJOS DE CARLOS ALBO SL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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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拟不超过 60,000 万元（含发行费用），在扣除

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计总投资（万元） 

预计拟投入募集资金

额（万元） 

1 收购西班牙 ALBO 公司 100%股权 42,560.20 42,560 

2 新建舟山金枪鱼食品加工基地项目 20,000 17,440 

合计 62,560.20 6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收购西班牙 ALBO 公司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开创远洋。西班牙 ALBO 公司的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0 月 31 日。 

根据开创远洋与西班牙 ALBO 公司签署的《Share Purchase and Sale 

Agreement of HIJOS DE CARLOS ALBO, S.L.》（《股份买卖协议》），ALBO 公司

100%股权购买价款为 60,999,840 欧元。收购西班牙 ALBO 公司 100%股权项目

募集资金上限为 60,999,840 欧元乘以审计、评估基准日（2015 年 10 月 31 日）

的欧元对人民币中间汇率 6.97711计算得出为 42,560.20 万元人民币。由于收购对

价按照交割日的汇率计算，因此最终收购价款和募集资金净额会有差异。如该项

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超过收购价款，剩余金额用于补充收购标的营运资金；如该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低于收购价款，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

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

换。募集资金净额投资上述项目如有不足，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

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1、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013 年 11 月 12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1
数据来源：http://www.chinamoney.com.cn/index.html#，中国货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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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出了总体部署，提出不断增强

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3 年 12 月 17

日，上海市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即“上海

国资国企改革 20 条”），继续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企业增强创新

动力、实现转型发展；2014 年 5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

治理结构。2015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

意见》，提出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2013 年年底以来，各级政府密集出台了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新一轮国企改革

全面推进。作为上海市国资委旗下的知名的远洋渔业企业，开创国际将利用新一

轮国资国企改革的契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引进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

和治理结构，做优做强上市公司，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加快推动公司的转型发

展。 

2、远洋渔业受国家产业政策的有力支持，符合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

战略规划 

海洋渔业资源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渔业资源，大力发

展远洋渔业，有利于满足市场需求、保障优质动物蛋白供给，有利于改善渔业产

业结构、拓展渔业发展空间、提高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基于远洋渔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国家出台了支持远洋渔业发展的一系

列重要政策。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扶持和壮大远洋渔

业”、“发展远洋捕捞”。2013 年 3 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

业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11 号),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发展外海和远洋

渔业。有序开发外海渔业资源，发展壮大大洋性渔业。巩固提高过洋性渔业，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支持符合条件的海洋渔业企业上市融资与发行债券，形成

多元化、多渠道海洋渔业的投融资格局”。国家和地方各主管部门对远洋渔业始

终给予大力支持，提供多项扶持政策，这些都为远洋渔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

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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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要拓展与沿线各国相互

投资领域，积极推进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等领域合作，藉此加强对外交流合

作，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同时，国家鼓励境内公司“走出去”发

展，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 

3、远洋渔业正处于行业调整期，大型企业将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我国的远洋渔业起步于 1985 年，经过 30 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外向型

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远洋渔业竞争力仍

然较弱，业内企业数量众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存在着行业集中度低、国际竞

争力弱的问题。大多数业内企业资金和技术投入少，捕捞成本较高，抵御风险能

力差，不能适应激烈的资源开发竞争。 

随着远洋渔业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以及行业的周期性波动，一些技术含量

低、资源探捕能力差、生产方式落后的企业将面临经营亏损的情况，远洋渔业正

处于行业调整期。 

为进一步提高远洋渔业的竞争力，我国频繁出台政策培育壮大远洋渔业龙头

企业，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远洋渔业建设。在行业周期和政策引导的推动

下，远洋渔业的资本门槛、技术门槛将不断提高，大型远洋渔业企业将获得更多

的发展机遇。 

4、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是远洋渔业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由于过度开发，世界范围内渔业资源出现逐步萎缩的趋势，各国近

海渔场衰退普遍严重，公海深海鱼类过度开发。从海洋渔业捕捞量来看，2004 

年全球海洋渔业捕捞量达到 8,385 万吨的阶段高位后，便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至

2012 年为 7,971 万吨。此外，远洋渔业还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船舶产能过

剩、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等不利因素，行业盈利空间被严重压缩。 

为了提高业绩稳定性和盈利能力，摆脱靠天吃饭的特性，优化产业结构、延

伸产业链是远洋渔业的发展方向。远洋渔业下游产业—水产品加工行业具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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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大市场、小规模、大群体”的特征，行业集中度低，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国内大型远洋渔业企业具备资源优势、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能够顺利进入该行

业，拓展渔业产业链相关新业务，实现从“资源”到“市场”的转型。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面对国资国企改革、上海自贸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的历史性机遇，

公司为更好地实施公司发展战略，提出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计划，拟通过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0 万元，主要用于收购西班牙 ALBO 公司 100%股权、新建

舟山金枪鱼食品加工基地项目。 

1、拓展市场销售渠道，进军欧洲金枪鱼罐头市场 

由于传统远洋捕捞行业发展进入增长瓶颈期，且产业链不完整，通过本次非

公开发行，公司拟收购西班牙 ALBO 公司 100%股权，打通了金枪鱼产品的市场

销售渠道，从而进军欧洲金枪鱼市场。 

欧洲市场是金枪鱼罐头的主要消费市场，而西班牙又是欧洲主要的金枪鱼罐

头消费国家，西班牙的金枪鱼罐头产品主要由其本国金枪鱼罐头厂供应。ALBO

公司是西班牙顶级罐装金枪鱼类产品制造商，其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位居西班牙

前三名，产品品质管控严格，拥有成熟健全的销售渠道，分销网络遍布西班牙全

国，在欧洲其他国家、北美和非洲亦有销售。 

本次收购后，公司将以 ALBO 公司为销售平台，大力开拓欧洲的金枪鱼罐头

市场，进一步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 

2、延伸远洋渔业产业链，实现协同效应 

经过上市以来的持续发展，公司已成为我国远洋渔业的龙头企业，拥有国内

最大规模的大洋性渔业捕捞船队，但产品附加值不高，主业较为单一。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以后，公司业务将从单一捕捞走向海产品精深加工和终端

市场，实现海陆一体化经营，构筑金枪鱼产业完整的产业链。此外，公司目前的

主业为远洋捕捞，能够为募投项目提供高品质的原料鱼。这一方面直接打通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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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鱼的销售渠道，减少中间贸易商环节，增加了公司整体利润，另一方面，确保

了 ALBO 公司原料鱼的供应，减少价格波动风险。同时，ALBO 公司可通过开创

国际及其母公司在国内外的影响力，进一步拓展中国和欧美市场，增强了协同效

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后，开创国际将形成国内外两大金枪鱼生

产基地，利用成熟的销售渠道优势，逐步形成捕捞、加工、贸易一体化的产业结

构格局，实现协同效应，最大限度提升公司竞争优势。 

3、提升盈利能力，推动公司转型创新发展 

近几年来，由于受金枪鱼价格下跌、捕鱼许可证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行业

利润被严重压缩，作为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积极谋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为了提

升盈利能力和业绩稳定性，改变靠天吃饭的特性，公司拟在产品附加值、精深加

工能力和终端渠道上全面发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提升公司整体盈利

能力，实现公司主业的转型、创新和发展。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拟不超过 60,000 万元（含发行费用），在扣除

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计总投资（万元） 

预计拟投入募集资

金额（万元） 

1 收购西班牙 ALBO 公司 100%股权 42,560.20 42,560 

2 新建舟山金枪鱼食品加工基地项目 20,000 17,440 

合计 62,560.20 6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收购西班牙 ALBO 公司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开创远洋。西班牙 ALBO 公司的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0 月 31 日。 

根据开创远洋与西班牙 ALBO 公司签署的《Share Purchase and Sale 

Agreement of HIJOS DE CARLOS ALBO, S.L.》（《股份买卖协议》），ALBO 公司

100%股权购买价款为 60,999,840 欧元。收购西班牙 ALBO 公司 100%股权项目

募集资金上限为 60,999,840 欧元乘以审计、评估基准日（201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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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元对人民币中间汇率 6.97712计算得出为 42,560.20 万元人民币。由于收购对

价按照交割日的汇率计算，因此最终收购价款和募集资金净额会有差异。如该项

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超过收购价款，剩余金额用于补充收购标的营运资金；如该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低于收购价款，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

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

换。募集资金净额投资上述项目如有不足，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

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一）收购西班牙 ALBO 公司 100%股权 

1、ALBO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Hijos de Carlos Albo, S.L. 

地址：Jacinto Benavente 41, 36208 Vigo, Pontevedra (Spain)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80 万欧元 

总股本：36,000 股 

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22 日 

税务注册号：B-27737022 

经营范围：鱼罐头、腌鱼以及其他鱼类产品、食品的生产，鱼类产业的开发

以及相类似或相关的经营、商业活动。 

2、ALBO 公司业务情况 

Hijos de Carlos Albo, S.L.前身为Hijos de Carlos Albo,S.A.,该公司于 1921 年

1 月 24 日经 Santoña 地区的公证人 José Gutiérrez de Rozas y del Castillo 公证

而合法设立，ALBO 公司设立目的为专注咸鱼罐头或者其他食品、渔业开发以及类

似或者相关的业务。 

2009 年 12 月 22 日，经 Vigo 市公证人 Mr.Antonio A. Salgueiro Armada 公证

（公证文件编号为 2470），ALBO 公司依法以分立形式设立，ALBO 公司类型为有

                                                             
2
数据来源：http://www.chinamoney.com.cn/index.html#，中国货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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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 

根据网络公开行业信息和 ALBO 公司管理层提供的材料，ALBO 公司是西班

牙罐装鱼类产品和方便食品的中高端品牌的领导企业，其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位

居西班牙国内前三名。2014 年，按产量划分，ALBO 占西班牙国内市场份额为

3.3%；按销售额划分，占西班牙国内市场份额为 6.3%。 

ALBO 公司主导产品为金枪鱼罐头和罐装方便食品，其金枪鱼罐头产品约占其

销售额的 97%以上，为西班牙第三大罐头产品供应商；罐装方便食品占其销售额

的比例不到 3%，为西班牙第二大罐装方便食品供应商。 

ALBO 公司的罐头制品在三个地方生产，每个地方专业生产某种罐头：塔皮亚

•德•卡萨列戈（Tapia de Casariego）专业生产方便食品（炖肉、炖杂肉等），希

耶罗（Cillero）专业生产金枪鱼（北部白色金枪鱼），维哥（Vigo）专业生产金枪

鱼、鱿鱼、沙丁鱼、扇贝等制品。 

ALBO 公司产品主要销售地为西班牙，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10 月，

其西班牙国内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分别为 95.84%、95.56%和 95.74%，主要

分销渠道遍布西班牙 17 个行政区；ALBO 公司在欧洲其他国家、北美亦有销售。 

3、本次收购方案 

2016 年 4 月 12 日，开创远洋与 ALBO 公司股东签署了《股份买卖协议》，

拟收购 ALBO 公司 100%股权。 

本公司购买资产范围为 ALBO 公司的 100%股权。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股份

买卖协议》，如在股权交割日联合持有 85%或更多 ALBO 公司股份的卖方执行本

协议，则不构成卖方的整体违约，因此不排除最终收购 ALBO 公司股权比例发生

变化的可能性。而未最终执行本协议完成交割的卖方，将被视作对本协议的严重

违约。 

假设开创远洋收购 ALBO100%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 ALBO 公司的股权

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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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国家产业政策对远洋渔业提供大力的鼓励和支持。公司作为国内远洋渔业的领

军企业之一，有责任通过业务扩展、海外合作等手段，实现海洋资源的科学开发。

本项目是公司“产业外扩、产品回国”经营策略的体现；是延伸公司产业链、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的需要；是借鉴先进企业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企业国际化运营

能力的需求。 

金枪鱼是优质的动物蛋白提供者，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仍是金枪鱼的传统消费大

国，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中国家消费量增长迅速。开创国际作为国内最大的金枪

鱼捕捞企业之一，在金枪鱼捕捞方面具有突出的资源优势。ALBO 公司作为西班牙

前三大金枪鱼罐头生产供应商之一，与开创国际分别属于远洋渔业产业链的上下

游，两者结合将产生良好的产业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二者相融合，可实现整合

资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5、项目实施的意义 

收购 ALBO 公司对于公司具有重大意义： 

（1）有助于公司建立市场渠道：西班牙是欧洲的农业大国，ALBO 公司是西

班牙定位中高端的罐头食品制造商。公司能通过 ALBO 公司在西班牙市场的地位

及优势，为欧洲市场提供优质产品，也有利于开发新产品，满足各类需求，为进

一步开发欧洲市场奠定基础。 

（2）有助于公司延伸产业链，形成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ALBO 公司与开创

国际属于远洋渔业产业链的上下游，两者结合能产生协同效应，发挥各自优势，

促进双方的协同发展。开创国际通过向下游产业链的延伸，增加了资产规模，提

高了经济效益，巩固了公司在远洋渔业行业中的地位。ALBO 公司产品可以通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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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国际获得稳定的原料，并更方便进入中国市场。 

（3）提升开创国际的品牌价值：ALBO 的品牌在西班牙负有盛名，是享有良

好声誉的百年老店。通过引进 ALBO 公司，以上市公司的平台实现国际布局、跨

国经营，利用优质品牌实现公司的产业链延伸和跨越发展。 

（二）舟山泛太金枪鱼食品加工基地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的实施主体是公司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舟山环太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项目拟在浙江舟山建设舟山泛太金枪鱼食品加工基地项目，投资总额为 20,000 万

元，设计产能为年加工金枪鱼 2.5 万吨。 

公司拟通过金枪鱼食品加工基地项目的建设，将公司的金枪鱼业务由捕捞环

节延伸至加工环节，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2、项目实施的背景 

（1）远洋渔业是国家产业战略发展和规划方向 

发展远洋渔业是我国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之一，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

要发展远洋渔业，我国《2015 年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渔业法》中明确规

定鼓励扶持发展远洋渔业。渔业“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拓展远洋渔业，渔业经济

和渔业产业结构要进一步优化。远洋渔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增加优质动物蛋白质供

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实体产业，而且在争取企业发展空间上具有重要意

义，在巩固扩大国家对外交往和经济合作等方面具有特殊作用。 

（2）延伸产业链是我国金枪鱼产业新的发展方向 

金枪鱼是世界上主要的高度洄游鱼种之一，金枪鱼产业链作为远洋渔业的重

要部分之一。其上游是金枪鱼远洋捕捞业；其中游是金枪鱼加工业；其下游是居

民消费环节。在上游金枪鱼远洋捕捞作业中，由于渔获资源具有季节性、分布的

地域性和不确定性，金枪鱼价格也具有波动性，因此远洋捕捞企业的收入和盈利

水平不稳定。而在金枪鱼产业链的加工环节，我国目前金枪鱼精深加工产业规模

普遍较小，加工和管理技术都处于起步阶段，国际市场销售网络尚未打开，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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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待开发。作为国内远洋捕捞领军企业的开创国际，具有渔获资源和遍布国

际的合作网络的优势。同时，公司为了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延伸产

业链的需求十分迫切。 

（3）远洋渔业符合项目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远洋渔业被浙江省作为重点产业列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项目所在地位

于浙江省舟山市岱山经济开发区境内，属于舟山群岛新区的一部分，2011 年 6 月

30 日由国务院批准设立。项目所在地水产品加工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另外本项目

也符合当地的经济发展需求。新区的功能定位为浙江海洋区经济发展的先导区、

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新区的发展目

标，是逐步建成我国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

门户、海洋海岛综合保护开发示范区、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陆海统筹发展

先行区。在岱山建设大型的海产品加工项目，符合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公司响应国家政策，落实公司战略的需要 

发展远洋渔业是我国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之一，我国的各项政策给远洋渔业的发

展提供了大力支持。农业部于《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提出，要增

强加工、贸易和服务保障能力，延长远洋渔业产业链，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远洋渔业企业；《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要积极发展海水产品精深加工，全面提升水产品加工工艺、装备现代化和质量安

全水平。建设实施舟山泛太金枪鱼加工基地，有利于我国远洋捕捞和金枪鱼产业

的转型升级，提升公司在国内外的竞争地位。 

（2）公司发挥比较优势，做大做强金枪鱼业务的需要 

开创国际是国内最大的远洋捕捞企业之一，也是在国内外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金枪鱼捕捞企业。公司的金枪鱼围网船队每年都捕获大量的金枪鱼鲣鱼渔获，并

销往国内外。建设舟山泛太金枪鱼加工基地项目，有助于公司立足自身资源优势，

延伸公司的产业链，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从而实现公司远洋渔业跨越式的发展。 

（3）公司提升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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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国际的业务为围网和拖网捕捞，在远洋渔业产业链中居于上游，议价能力

不强，产品附加值不高。建设舟山泛太金枪鱼加工基地，有助于公司向下游延伸

产业链，提升渔获产品附加值，提高公司毛利率，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也有助

于降低公司收入对于渔获季节性不确定性的依赖，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金枪鱼消费市场具有较大的潜力 

我国国内金枪鱼消费市场刚刚起步，目前进入国内市场的金枪鱼数量很少。对

于金枪鱼的特点、营养及食用方法，国内居民还比较陌生，消费水平还不高。近

几年来，随着我国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生活消费

的品质也在不断的提升。金枪鱼作为深海鱼类，素来以营养价值高、纯天然、无

污染而享誉国际市场,具有“海洋黄金”之称。金枪鱼在国内的自捕量和销售量与日

俱增，消费市场正在迅速形成。相对于国外市场来说，国内市场具有更加广阔的

开发前景。 

（2）新建项目依靠上市公司提供渔获，具有原料优势 

开创国际是国内一流的渔业类企业、国际领先，在国际渔业行业内有一定的影

响。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的，中国领先的大型船队，其产品远销非洲、南美洲、欧

洲等国家。开创国际目前金枪鱼年捕捞量 7 万吨左右，占到全国金枪鱼围网捕捞

量的一半左右。金枪鱼综合利用加工基地依靠上市公司的渔获资源，相比其他金

枪鱼加工企业将具有金枪鱼原料的成本优势和更好的质量管控能力。 

（3）项目位于岱山经济开发区，具有交通和政策优势 

项目所在地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岱山经济开发区境内，属于舟山群岛新区的一部

分，距离岱山县城约 8km。是长江流域和长江三角洲对外开放的海上门户和通道，

与亚太新兴港口城市呈扇形辐射之势。舟山群岛新区于 2011 年 6 月由国务院批准

成立，是我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新区的发展目标，是逐步建

成我国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海洋海

岛综合保护开发示范区、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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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西班牙 ALBO 公司 100%股权和新建舟山泛太金枪鱼

食品加工基地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成功实施后将有助于公司延伸渔业产业

链，优化产业结构。公司业务将从单一捕捞走向海产品精深加工和终端市场，实

现海陆一体化经营，构筑金枪鱼产业完整的产业链。此外，公司目前的主业为远

洋捕捞，能够为 ALBO 公司和舟山泛太金枪鱼食品加工基地项目提供高品质的原

料鱼。这一方面直接打通了原料鱼的销售渠道，减少中间贸易商环节，增加了公

司整体利润，另一方面，确保了 ALBO 公司原料鱼的供应，减少价格波动风险。

同时，ALBO 公司可通过开创国际及其母公司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力，进一步拓

展中国和欧美市场，增强了协同效应。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下降明显，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

所增加，公司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本次发行将提升公司

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提升公司的融资能力，财务结构更为稳健与合理，为公司

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募集资金投向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公司的发展战略，具有实施的必要性。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

将延伸渔业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公司业务将从单一捕捞走向海产品精深加工

和终端市场，实现海陆一体化经营，构筑金枪鱼产业完整的产业链，从而增强公

司竞争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