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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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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简介1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88年，

是一家集新能源、农业食品、地产康养、节

能环保等产业于一体的民营企业集团。目前，

旗下拥有鹏欣资源、鹏都农牧、国中水务、

润中国际等4家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近千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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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地产 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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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全球 追求卓越

集团发展历程2
百年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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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发展历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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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鹏欣初创，业务从建筑起家，逐步发展到房地产开发领域。

1998年，成立上海鹏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先后开发“创世纪花园” “城市经典” “奥汀宫廷”等精品楼盘，鹏欣

转型跨入房地产开发时代。

2005年，收购玻利维亚农场，集团“走出去”发展迈出第一步。

2008年，鹏欣南京水游城开业， “鹏欣•水游城系列”品牌商业运营走向全国。

2008年，收购中科合臣（600490.SH），正式跨入资本市场。

2009年，收购非洲刚果金希图鲁铜矿，进军矿产开发领域。

2010年，提出“产业多元化、产品差异化、布局全球化、资产证券化”的四化发展战略。

2012年，在新西兰收购总面积达8000公顷的16个大型奶牛牧场，成为收购新西兰最多牧场的中国民企。

2013年，通过投资并购间接控股国中水务（600187.SH），跨入大环保领域。中科合臣更名为“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投资入股大康牧业（002505.SZ），进入农业食品领域。

2017年，鹏都农牧与云南德宏州签约“跨境动物疫病防控项目”，跨境肉牛项目打下第一桩。鹏都农牧引入阿里巴巴战略投资，

打造“全球优质快消品集成平台”。鹏都农牧收购巴西菲尔格瑞和贝拉公司，中巴农业贸易业务开拓新平台。

2018年，鹏欣地产转型转移，开启康养地产发展新篇章。鹏欣资源并购奥尼金矿，钴铜金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迈上产业多

元化新台阶。

2019年，确立新能源、农业食品、地产康养三大产业，多元化发展步入快车道。

2019年，与闻天下、昆明产投三家大型企业集团共同开发建设云硅智谷科技小镇，打造全国千亿级高端智能产业典范；中标

“意思桥”康养、漫城都荟等项目，占领西南发展桥头堡。

2019年，在云南、缅甸等地区布局跨境肉牛产业，打造中国肉牛产业航母。

2020年，安徽古镇百万头生猪项目正式开建，被纳入上海市紧密型生猪外延基地计划。

2020年，与云南省多部门、州市签署合作协议，携手打造千亿级肉牛产业。

2005

2012
2019

2018

2008



集团发展历程-董事局主席2



集团发展历程-首席执行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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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发展历程2



集团全球战略布局3

集团秉承“坚守实业，深耕发展”的核心战略，

抢抓发展机遇，聚焦实业，做精主业。在国内业务

稳步发展的同时，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努力探索“走出去”的海外发展战略，成功开拓了海

外农牧业、国际矿业、海外基建等项目，将事业版

图拓展至非洲、美洲和大洋洲。

集团致力于全球优质资源对接中国市场的宏伟

目标，成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者，民营企

业“走出去”发展的杰出代表，为提升中国企业在全

球价值链竞争与合作中的整体地位做出贡献。



集团全球产业分布3

鹏欣集团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坚守产业，

深耕发展”的核心战略，努力探索“走出去”的海外发展战略，

事业版图拓展至非洲、美洲、大洋洲，成为践行“一带一路”倡

议的先行者，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的杰出代表。

深耕产业 布局全球



大康养-地产康养

大能源-新能源

节能环保大健康
集团

4 多元化、国际化产业集团

大农业-农业食品
集团注重资源性项目开拓，布局环保康养产业，

关注绿色食品发展，成功投资了多个海外等项目，

通过获取海外资源服务于国家发展，致力于全球优

质资源对接中国市场的宏伟目标。

坚实产业，布局多元



新能源产业5

聚焦上游矿业资源开采冶炼、

中下游新型能源产业相关材料的投

资研发及运营，打通新能源关键材

料产业链，通过投资并购、运营管

理，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

产业关键材料服务商。旗下包括鹏

欣资源（600490.SH）、鹏欣科技

在内4家上市公司，基于矿业、贸易、

新材料和生态修复在内的产业领域，

实现国际化、规模化、行业领先的

多元发展。



发展战略

新能源-鹏欣资源5

内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

成为全球领先的综合资源服务商



5 鹏欣资源-铜矿

刚果金希图鲁铜矿

希图鲁矿业公司是一家集采矿、选矿、湿法冶炼
一体化的现代化企业，历时2年多的建设，项

目如期投产，已连续多年稳产达产，与
之配套的年产1 8万吨硫酸的制酸工

厂等附属设施也已顺利投产，
开创中国有色金属企业在

海外投资项目建设
速度最快的
典范。



鹏欣资源-钴矿5

钴矿项目
开工奠基

在非洲刚果（金）地区的
SMCO钴项目开工奠基仪式盛大
启幕，成立刚果（金）钴矿石交
易中心，为在非洲打造完整矿业
贸易“生态链”，占领上中下游
产业高地打响了第一枪。

钴矿石
交易中心
成立



位于世界最大黄金产区南非Witwatersrand盆地，
占地约93.1 7平方公里。金矿矿石品位较高，黄金资源
储量高达501 .74吨，年生产能力近1 4吨，平均品位达
到7克/吨以上，属于高品位矿藏，具有良好的开发基
础和经济效益前景。

南非奥尼金矿

5 鹏欣资源-金矿



5 鹏欣资源-镍钴钪矿

澳洲镍钴钪矿

整合澳洲优质矿产资源Clean TeQ——2007年在澳洲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CLQ。该公司在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州拥有高品位的大型镍钴钪矿床，可生产镍、钴、
钪等多种矿产；拥有Clean-iX离子交换浸出专利技术，可
用于水处理和多种稀贵金属萃取与提纯、目标公司旗下镍
钴钪项目的湿法冶金流程，产出高品质的氧化钪、硫酸钴
以及硫酸镍产品。



新能源-生态修复5

昆明阳宗海生态修复项目

鹏欣生态致力于成为业界领先的生态全产业
链投资商，为地球母亲疗伤美容，在开发中保护，
在保护中开发，精心修复“山、水、林、田、湖、
草”，原生态守护“美丽国土，绿水青山”。充
分发挥鹏欣集团全产业链优势，践行“合规开发、
精致修复、产业植入”的三位一体生态修复新模
式。摒弃开发而不治理，治理而无产业的旧传统，
修复一片土地，留下一批产业，崛起一座新城，
开创全新政企合作模式。



农业食品产业6

鹏都农牧以“全球优质农业食品资

源集成商和价值链增值服务商”为战略定

位，积极响应并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和“走出去”战略，实施国际化战略，

坚定不移地开展全球农业和食品优质资源

的布局，整合全球农业、食品资源，对接

中国广大市场及消费升级，通过农资与粮

食贸易、肉牛、生猪、肉羊、乳业等产业

布局，向中国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优

质的食品，为中国的粮食稳定和食品安全

贡献力量。



深耕粮食贸易、肉牛、生猪、肉羊、乳业等核心主业，充分发挥各板

块间的协同效应，打造全球现代农业食品的资源集成商和价值链增值服务

商，构建以大农业、大健康、大使命、大情怀为目标的现代农业食品企业。

肉牛

肉羊

生猪

农资与粮食贸易

新西兰乳业

6 农业食品-五大板块

1/2 3/4/5

打造模式创新型农业与
食品综合集成服务商

成为世界级优质蛋白质
供应商和食品集成分销
商，构建品质生活综合
服务商



Fiagril
完成投资巴西农业
最大交易——收购
巴西最大的大豆、
玉米贸易平台和农
业生产资料经销商
平台之一的 Fiagril
公司。

6 农业食品-农资与粮食贸易

1

2 Bela
巴西最大农业生产资料
销售平台——Bela公司
成立于1985年，在巴西
拥有57家零售店，向农
户提供种子、农药、化
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一
站式采购方案。2016年
收入达28亿黑奥，巴西
南部地区净销售额排名
第26位。

通过海外投资与并购，
大康积极推动在巴西粮油
贸易的基础布局，在收购
Fiagril 和 Belagriìcola 后，
大康已在巴西控制了近
700万吨的粮食资源。通
过与国内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深度合作，开展大豆、
玉米及其它大宗农产品贸
易。大康积极参与国际竞
争，重构产业链、价值链、
供应链，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农产品持续、稳定、
有效的供给。

协同-促进



6 农业食品-肉牛

以国家四部委联合发文为契机，鹏

欣在云南、缅甸等地区布局跨境肉牛产

业，实现境外隔离育肥、境内隔离屠宰、

国内市场营销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

2020年1月17日，在习总书记出访缅甸

期间，中缅两国签署了《关于缅甸向中

国出口屠宰牛检疫卫生要求议定书》，

为中缅跨境肉牛项目进入全面实施、快

速 发 展 创 造 了 有 利 条 件 。

2020年8月，鹏欣与云南省多部门和州

市政府签署打造千亿级肉牛产业合作协

议，通过引进优质牛源，采取“公司+

合作社”模式，在云南实现250万头肉

牛产业规模，打造中国肉牛产业航母。



拥有新西兰奶牛黄金生长带29家牧场，秉承毛利人灿烂文化的原生态牧

场，“六亩地一头牛，一天只挤两次奶”，将安全、天然的新西兰好奶带到

中国。依托自主奶源创立了纽仕兰乳业品牌，所生产的UHT常温奶、以及全

程冷链空运的新西兰鲜奶均已在中国市场销售。

6

新西兰牧场

农业食品-乳业



6

纽仕兰乳业引入重磅战略投资者阿里
巴巴，共同构建纽仕兰新云渠道建设，达
成在进口乳品市场领域的战略布局，连入
互联网+的线上力量，布局线上线下快消
品营销网络，打造全球食品分销超级平台。

新西兰制造证书 新西兰政府食品安全公
司验证证书

牛奶工厂动物产品出
口证书

工厂RMP认证

农业食品-乳业



地产康养7

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发展
战略，在云南、广西等重西南
核心城市布局产业新城项目；
同时，在长三角大力发展大健
康产业，将健康管理和养老服
务深度融合。基于物联网、云
计算和大数据等手段，打通居
家护理、机构养老的模式差异，
构建大健康生态系统，塑造鹏
欣康养品牌，以“智慧引领，
全程康养”的服务理念，实现
“幸福康养”的服务目标。



地产康养-产业新城7

云硅智谷科技小镇

2019年11月，鹏欣集团与闻天下、昆

明产投三家大型企业集团投资成立云南云

硅智谷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云硅

智谷科技小镇。该项目是落实云南省委、

省政府产业升级的战略部署，打造集成电

路材料、芯片生产、智能终端产品等产业

示范区的重要举措，目标成为全国千亿级

高端智能产业典范。



地产康养-意思桥康旅小镇7

地处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阳宗海七甸片区，范围内有意思桥等三处水库，水系面积开阔，水质优良。项
目将最大程度发挥森林区及山谷的优势，创新农业、制造业、商业相集合的一体化的新型体验型业态，自然环
境与最新科技融合，实现住、买、养、游、学、食的多样性和便利性，打造成回归生活真谛的自然健康都市，
自然和人类、人类聚集的城市，最终成为被世界承认的模范区域。



7 地产康养-全程玖玖

上海已设立2家综合门诊部，在

各区设立了11家护理站，2个民

办非企业的服务中心，9个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为22000多人提

供了医疗健康服务，为2000多名

老人提供了居家养老医护服务

上海全程玖玖健康服
务有限公司是鹏欣集
团控股子公司，主要
负责鹏欣集团旗下大
健康板块项目的运营
和服务。 添加

标题

业务定位：医疗服

务+养老服务+社

区服务

发展目标：成为卓

越的互联网+养老

运营服务提供商



7 地产康养-樱花台

樱花台定位于日式城市型康养公寓，由鹏

欣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全程玖玖健康”提供

健康云平台技术支持，由鹏欣集团战略合作伙

伴日本“长尾病院”提供康复方案和技术指导。

整个社区总规划建筑面积16722㎡，围绕着长

辈日常生活中“医、食、住、行、文、娱”六

个方面进行设计，配备了近千平米的配套空间

（运动室、针灸推拿室、康复室、食堂、棋牌

室等）和超过6500㎡的公共空间。



拥有鹏欣水游城、漫城、酒店系列，
包括正在建设的云南漫城都荟项目，以
及建成运营的白金湾、夏宫、一品漫城、
南京水游城等多个商业品牌和高端物业
项目，以及悦榕庄等近十家高星级酒店。

地产康养-水游城/漫城/酒店系列7



8 节能环保产业

国中
水务

循环
新能

水务
处理

城市
矿产

国中水务（600187）

主营业务涵盖水务环保产业链

的市政供水、污水处理、新型城镇

分布式供排水一体化、高浓度废水

处理、环保设备及工程技术服务等

多个领域，是国内A股市场为数不多

拥有完整产业链、具备全国投资运

营能力的综合水务环保上市公司。

公司发展愿景是通过培育国中

技术、生产国中产品、提供国中服

务，实现“资产+技术+增值服务”

的业务模式，成为享有全球影响力

的环保科技公司。



众志成城，同心战
“疫” ——鹏欣
集团向云南省德宏
州红十字会捐赠百
万元防疫物资

集团出资100万元
用于“刘伟全国高
校巡讲”活动

“新沪新村”落
成，集团主席姜
照柏亲赴彝良革
命老区调研

铁桥铺设齐努力
国际合作显真情

企业社会责任9



企业社会责任9



企业社会责任9



企业使命-让我们的言行推动社会的进步

卓越鹏欣 筑梦百年

9



THANKS

www.peng-xi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