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潭海洋:欺诈、人口贩卖和海洋偷猎  

重要信息 — 在继续阅读我们的研究观点之前，请先通读本免责声明。本报告所述信息不构成任

何证券的买卖建议。本报告代表作者截至本报告日期的观点。本报告包含一些“前瞻性声明”，

这些声明可通过“相信”、“预计”、“预期”、“应该”、“计划”、“估计”、“可能”、

“展望”、“预测”和其他相似的字眼识别。所有前瞻性声明均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任何或所有

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实际情况与预期情况大相径庭。本报告以作者可合理获取的信息为基础，并通

过作者认为可靠的来源获得，但这些信息和来源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能得到保证。作者未就本报

告所述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声明，也没有责任更新报告内容。作者建议所有读者自行

开展尽职调查。 

您应该假设截至 Aurelius 的报告和研究发布之日，Aurelius 持有且其任何关联机构及这些机构

的成员、合作伙伴、员工、顾问、客户和/或投资者（统称为“Aurelius 关联机构”）也可能持

有平潭股票（和/或期权、掉期产品以及与股票相关的其他金融衍生品）和债券的空头头寸。因

此，如果平潭的权益证券或债务证券价格下跌，上述各方就一定会获得显著收益。在发布关于标

的公司的首份报告后，Aurelius 及 Aurelius 关联机构打算继续无限期交易平潭证券，无论

Aurelius研究中所述的初始立场和观点为何。Aurelius 不会为了反映该等立场或立场变化而更新

此网站上的任何报告或信息。 

研究综述 

我们的研究表明，平潭海洋 (PME) 从事欺诈和非法活动，这掩盖了其股票价值可能为零的现实。   

相反，为了平潭董事长及其家属的利益，大部分价值已被股东转移。董事长利用平潭公司集团资

助欺诈、偷猎甚至人口贩卖等国际罪行时，使用别名向投资者掩盖其真实身份。  

在非常可能是虚假交易的交易中，平潭已向董事长的公司支付了 9.1 亿美元，据说是为了换取渔

船和渔业服务。但实质证据显示，平潭船船队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停泊在废弃渔业基地中毫无

价值的生锈船体。   

在理论上，平潭已经以平均每艘船 900 万美元向董事长的公司支付了购船费用，而建造新船的成

本只有 100 万美元。虽然平潭声称大部分内含价值来自捕鱼许可证，但我们的研究表明，绝大多

数的许可证根本不存在。更糟糕的是，平潭似乎甚至没有大部分所谓的船队，因为首先许多船只

从未转让给股东。  

为了保持投资者的资金流动，平潭精心虚构了一个故事,和向股票推销商支付费用，诱使零售投资

者购买股票。股价飙升了 4 倍，因为管理层已作出大量虚假声明，散布其船队即将在印度尼西亚

重新部署的投机消息。 

但平潭的“成长故事”是一个骗局。印度尼西亚明令禁止平潭船队作业，一位高级政府部长表

示，她将以涉嫌“国际欺诈案”的报告将平潭投诉至纳斯达克。印度尼西亚海军在指控平潭附属

机构从事包括贩卖人口、非法捕鱼、伪造和贿赂腐败官员等严重罪行后，突击搜查并关闭重点渔

业基地。   

管理层故意隐瞒给投资者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的信息。由于大量损失未公开，平潭已负债累累，

亏损和烧钱。该公司声称在印度尼西亚境外拥有一个小型船队，但证据显示，其中许多船舶也由

董事长公司所有，而非平潭。这使我们得出结论，PME 股票可能毫无价值。 



平潭的诈骗性质特别严重，因为投资者资本毋庸置疑资助了大量非法活动。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

的文件描述了暴力的“酷刑船”，这意味着平潭卷入了影响着东南亚的渔业的现代奴隶制度。   

照片、文件和无人机镜头提供了平潭资助偷猎濒危物种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2015 年，平潭资助

的船只因非法捕鱼多次受到外国政府的扣押，其中一艘“母舰”甚至被列入国际刑警名单中。  

平潭在 NASDAQ 持续交易的每一天，它都在玷污着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最终，我们相信股东们很

可能将被置于全部损失的境地。 

 

关于本报告 

我们对平潭及其关联机构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国际调查。我们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调查人员调

取了数百页关于平潭及其董事长的家族控股公司的原始文件。我们开展了深入的财务分析和法证

分析，以记录资金流转情况，并了解平潭业务活动的真实性质。  

本报告主要关注平潭的欺诈行为和我们的研究观点，即这家公司的股票价值很可能为零。但由于

其欺诈行为被用于资助包括人口贩卖和广泛偷猎濒危物种在内的犯罪活动，因此也存在一些重要

的公共利益问题。报告的最后部分提供了这些犯罪行为的证据。 

 

背景 

平潭是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总部设在中国的海洋渔业公司，其声称拥有主要位于印度尼西亚的 

140 艘船只的船队。在 2014 财年获得 8300 万美元利润之后，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反非法

捕鱼措施，导致财务业绩急剧下降。   

平潭告诉投资者，其大部分船队“暂时闲置”是由于印度尼西亚捕鱼许可证暂停发放造成的。管

理层声称，其是与政府关系强大的反对非法捕鱼执法倡导者和具有“全面许可”的捕鱼船队。股

价最近的飙升达 4倍主要源自于管理层激发的公司的船队很快将可以重新部署获得天降利润的投

机机会。  

股价上涨是激进的促销活动而刺激引起的，这些活动让人联想到以前曝光的几起中国诈骗（见链接）。平

潭已经上报材料申请募集新的资金，同时向股票促销商支付现金，他们通过专题为财务总监的社交媒体，

Youtube 以及商业广告针对中国零售投资者进行宣传。 

 

 



 

 

资料来源：Chinesefn.com 

 

 

平潭的欺诈始于最高层 

平潭具有明显的舞弊特征。平潭的起源追溯到一家由包括 Rodman & Renshaw 的 集团认购的 空

壳公司， 该投资银行公司帮助许多美舞弊的中国公司美国上市进行筹集资金。平潭首席财务官 

Roy Yu，曾担任利华国际 (LIWA) 的首席财务官，其首席执行官偷盗公司资产后虚假的权益已毫

无价值。  

在过去四年中，平潭已换了三任审计师，同时虚构了大量的关联方交易 。在 2014 年的浮现严重

的会计问题而进行了重大的报表重报， 1.87 亿美元股本化为泡沫。  

 

最瞩目的是，我们发现平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使用别名向投资者隐藏的他的真实身份。  

平潭声称，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是一位名叫“卓新荣”的香港人，据称他于 2005 年放弃了中

国身份。但这与中国的一些文件相矛盾，这些文件表明，平潭的首席执行官是中国人，名叫卓龙

雄。  

卓龙雄的简历照片与平潭宣传材料中“新荣”的照片匹配（如下所示）。此外，中国的户口记录 

（户籍登记文件）显示，被平潭称为董事长夫人的林萍与卓龙雄注册结婚。文件具体记录了两人

育有三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分别被平潭称为其董事长的儿子和女儿（例子如下）。   



 

见上图：“卓新荣”（左）2016 年平潭海洋的照片与卓龙雄（右）未注明日期的传记照片相匹

配，通过右眼胎记确认。 

 

         见上图，中国户口记录名字为卓鸿红的是卓龙雄和林平的女儿，与平潭声称的直接相矛

盾。 

我们知道中国法律是禁止中国公民同时拥有中国和香港身份证明的， (见第 6条). 董事长使用其香

港别名和投资者沟通，甚至签署平潭的 SEC报告的声明，不能不怀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欺骗股东. 

 

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董事长和他家族控制着一个由关联方公司构成的辛迪加团伙，从事各种欺

诈、偷猎甚至人口贩卖等国际犯罪活动。 

本报告详细介绍，平潭被用作融资机构，已将 9.1 亿美元通过看来大部分是虚构的关联交易从投

资者转移给了集团。 为了保持资金流动，平潭精心虚构了一个故事，诱使投资者购买股票。但这

种欺诈隐瞒了 PME 股票可能没有价值的现实。 

 



 

资料来源：平潭 SEC 文件 

关于平潭“Premier”渔船队的真相  

平潭通过大量的关联交易，组成了据说在其网站上具体列出的一艘名为福远渔渔船队的 140 艘

船队。我们试图通过与用于识别和跟踪海洋船队的两个主要海洋数据库专家协商以找到这些船

舶。虽然我们发现不同公司拥有的其他福远渔船舶超过 150 艘，但大部分平潭船队我们都无法

验证它们的存在。 

2017年 3月 10-K 报告 (第 2页)平潭声称其 拥有牌照可以在印度尼西亚的阿拉弗拉海运营 104艘

船舶，然而，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和渔业部长 Susi Pudjiastuti公开宣布，平潭从未有过印度

尼西亚的捕鱼许可证，“印度尼西亚没有这样的公司”。事实上，部长宣布要投诉平潭“向纳斯

达克证券交易提供虚假报道”，并解释说“这可能是我们首次涉及纳斯达克的国际欺诈案”。  

 

资料来源： KKP News  

那么平潭的船舶在哪里？  



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平潭是欺诈投资者，对于宣称由卓氏控股的关联方印度尼西亚公司的船只是

自己的船，主要是 PT Dwikarya Reksa Abadi (“Dwikarya”) 和 PT Avona Mina Lestari 

(“Avona”)。平潭的美国证监会的报告中名为 Avona and Dwikarya的船只对于它的经营是至关重

要的，并披露了数千万美元的如“船只维护服务”和捕鱼供给等项目支出。 

 

印度尼西亚非法捕鱼工作组的负责人已公开点名 Avona 和 Dwikarya 作为平潭的印度尼西亚代理

人，而 Susi 部长则表示，Dwikarya 已经有“数百艘中国船只。平潭自己的宣传视频具有很多印

度尼西亚国旗的渔船，名称与其附属公司相匹配，如 KM Avona 23 和 Dwikarya 25，好像是其自

己的（下图）。  

 

很明显的平潭做出了误导投资者的陈述，事实表明该公司似乎甚至没有印度尼西亚渔船队。由于

印度尼西亚禁止外国人的对捕鱼业的所有权，一媒体报道称“外国公司设立了空壳公司绕过这些

限制”。因此，平潭有可能使用 Dwikarya 和 Avona 试图掩盖不让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知道它的参

与，同时还保持经济利益。但即使是这样，平潭对这些船只的经济索偿权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

印度尼西亚渔船队的很大一部分现在处于正在衰败的严重状态。 

平潭传说中的渔船队在废弃的渔业基地衰落。   

平潭的 SEC 文件描述了 Avona 和 Dwikarya 的渔业基地对其印度尼西亚业务至关重要，并披露

了数千万美元的“船只维修服务”和钓鱼用品等物品。10-K 解释说，“我们的大部分业务在我们

关联方 PT. Avona Mina Lestari 所有的基地进行。平潭在其宣传视频（左下见 0:55标记 ）中具

有 Avona 基地，并继续突出显示营销演示文稿中的基地，通过“印度尼西亚捕鱼许可证”的方式

“进入壁垒”。 

但是，2016 年视频（此处）显示了印度尼西亚海军袭击了 Avona 基地并扣押船只（右下）。  



 

随后我们再详细讨论，袭击是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发现平潭及其附属机构后的罪行后发起的，罪行

包括人口贩卖、海洋偷猎、伪造和贿赂腐败官员等。  

印度尼西亚禁止平潭船队作业，其主要关联公司均已关闭，渔业基地现在已废弃。   

这些明显的重大事件都没有透露给投资者。相反，在 2016 年 12 月的访问中（作为 8-k 在此处

申请），首席财务官 Roy Yu 虚伪地告诉投资者，该公司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关系很好”，“我

们相信印度尼西亚水域的运营将在 2017 年恢复正常。”   

Yu 先生还两次重申，“我们的船只仍然在印度尼西亚的基地停泊”，造成船舶能够迅速重新部署

的虚假希望。但是我们发现船舶在现在废弃的渔业基地内衰落。   

生锈的废船拍摄于 2006 年 6 月 DetikNews 报道（下图）其中显示了警察录像带中查获的船只。

这篇文章（在此处翻译）说，警方发现船舶“已经处于破旧的状态”： 

“在船只行动全过程中使用的网遍布各地。腐烂的木头和野生灌木遍布整个船体”  

 



 

资料来源：Detik News  

同样，CNN 印度尼西亚现在废弃的 Dwikarya 基地 2016 年 6 月旅游已经出现了“数十艘”中国

船只在生锈两年后开始沉没（链接到文章）。报道说：  

“一旦我们到达港口的边缘，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尺寸的船只（从 200 至 300 总吨）

停靠在港口。中国公司曾经拥有整齐排列的船只。因为在过去两年没有使用，船舶结构已

经开始生锈。一些较小的船体甚至在海洋中淹没了一半。” 

CNN 包括与平潭宣传视频以及 Dwikarya 22 中相同的粉碎船舶照片，具体如下图所示。其他镜头

（[此处见 4:45 标记）显示了几十艘破旧的船只。 

 



 

资料来源：CNN Indonesia   Youtube 

股东的主要问题是，即使平潭拥有印度尼西亚船队，相当一部分船只似乎已经衰落到毫无价值。

平潭 140 艘船舶中的 104 艘位于印度尼西亚，公司大部分资产已明显受损。   

管理层的虚假陈述向投资者隐瞒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平潭的业务几乎完全由其所谓的船队驱动，

许多船只已经无法获得收入。同样，印度尼西亚封闭的渔业基地和禁止平潭船队作业，也消除了

在那里进行部署的可能性。  

平潭有 6000 万美元的债务，而财务报表显示，公司正在亏损和烧钱。正如我们后来研究的那

样，平潭的非印度尼西亚资产没有任何价值，或者似乎甚至不是股东所有。这使我们得出结论，

PME 股票可能毫无价值。   

然而，平潭已经申请了从投资者募集新的资金，资助股票促销，以虚构概念为基础，即其船队将

完全进行重新部署。这种欺诈使我们感到特别恶劣，但是这种欺诈手段已经将数亿资金从股东转

向了卓董事长及其家属。      

平潭诈骗已向关联方支付了 9.1 亿美元 

平潭的欺诈是 2013 年以来平潭已向卓氏公司支付 9.1 亿美元。其中 7.2 亿美元代表购买船

舶，主要来自福州宏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宏龙”）。事实表明，大部分采购的船舶不是如描

述存在，在购买时没有什么价值，或从一开始就似乎从来没有转移到平潭。 

 

交易价格在他们看来很糟糕。平潭平均每艘船只已经支付了 930 万美元，这个总额为“约 100 

万美元”的 9 倍，管理层表示要建造全新的渔船（第 19 页）。换句话说，平潭本可以建造 720 

艘新的渔船，而从卓氏购买了 77 艘船舶，其中许多船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

代。  



平潭说，“按照 BMI 评估有限公司编制的第三方评估报告”，按照公平的市场价值进行交易。但

评估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们承认完全以平潭管理层的假设为前提（下图）。反过来，这些假设

毋庸置疑是错误的。  

 

资料来源：BMI Appraisal Report  

平潭 认为“资产总值的主要部分”来自船舶所持有的捕鱼许可证。一些评估报告是完全基于估计

的捕捞许可证价值“无形资产评估”。然而我们的研究显示，平潭大部分的捕鱼许可证根本不存

在。  

大部分购买的船只在印度尼西亚，但如前所述，印度尼西亚官员明确表示，平潭从未在那里持有

任何许可证，证据显示，平潭甚至没有船只。平潭的印度尼西亚附属机构大部分船队也似乎没有

运营许可证。Dwikarya 被特别指控伪造文件和贿赂官员[link to court docs]，而 Avona 作出

“船只证明的总体虚假称述”。 [link to article 1]。  

 

欺诈已经扩展到印度尼西亚以外的船只。2015 年，平潭向六艘船舶的关联方支付了 5600 万美

元，其声称在西部和中央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得到了“国际上的许可”。平潭已经在其网

站上发布了链接，作为许可证所谓的证据（FFu Yuan Yu 001, 002, 008, 009, 010, 525），但

这些链接现在不可访问，且两艘船舶（009、010）在平潭的网站上都均已全面撤除。   

然而，最近两周前，平潭的网站链接中出现了阐明许可证过期的页面，并且该船舶由卓家的公司

所有，而非平潭（下图）。奇怪的是，2016 年的代理人阐明了这六艘船舶均“已拆除”（第 21 

页）。  



+ 

资料来源： Fu Yuan Yu 的时光机 001、002、008、525。Fu Yuan Yu 009 和 010 在 2016 年 6 

月的某个时候从 Pintan 网站删除。 

有证据表明其他已购船只还没有转让给平潭的投资者。事实上，平潭在公司承认其声称从有关各

方已购船只实际上并没有合法转让，并且/或者仅仅只是租用之后，于 2014 年进行了重大的报表

重述。   

平潭说其只拥有印度尼西亚以外的 36 艘船舶，其中大多数新建的船舶是股东支付数千万美元所

修建的。管理层吹嘘 部署了 13 艘 船舶，Fu Yuan Yu  9607 - 9621 声称其已被授予了在 

Timor Leste 捕鱼的许可证。然而异乎寻常地，Timorese 政府向我们的调查人员确认，船舶实际

上是属于卓氏宏龙公司。  

此外，Timorese 捕鱼许可证颁发给了宏龙，而非平潭。这不但由中国大使馆新闻稿证实，而且 

Timorese 政府官方也证实了，他们告诉悉尼晨锋报，政府甚至“寻求并得到了书面的担保，平潭

没有涉足”。 

 

资料来源：悉尼晨锋报 

在购买船舶的欺诈之上，平潭披露了支付 1.9 亿美元的七家卓氏捕鱼服务、燃料和船舶维修公司

（下图）。我们怀疑这些款项主要是欺诈，因为他们显然包括非法项目，例如给 Avona 和 

Dwikarya 的费用进行“更新印度尼西亚捕鱼许可证”（这显然不存在）。更广泛地说，由于各关

联方本身拥有许多船舶，平潭股东看来是在付款以维持一个他们甚至都不曾拥有渔船队。 



 

资料来源：2015 10-K 

投资者如何资助人口贩卖  

平潭的舞弊行为导致投资者的资金资助了非法活动。我们从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获得的文件显

示，平潭的印度尼西亚附属公司 Dwikarya 由印度尼西亚政府明确指控的“主要罪行中有强迫劳

动和人口贩卖” （翻译第 277 页，文档 2016 可以在 在此处找到，这里可进行粗略翻译）。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文档的认证翻译 

虽然平潭没有明确地在印度尼西亚法院文件中提名，但部长 Susi 表示平潭 与 Dwikarya、Avona 

和其他两家印度尼西亚附属公司的“所有权、贸易和管理交易”“违反了法律规定且情节严

重。” Dwikarya 25是平潭推广录像中着重介绍的一条船(照片见报告前面部分)甚至在法庭文件中

被特别提及 (第 16 页).  此外，平潭自己的报告中也承认向 Dwikarya支付过上百万款项.  

Dwikarya 否认了这一指控，并上诉至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但法官裁定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并且

似乎一致认为发生了犯罪行为 and ruled against Dwikarya who was ordered to pay the Government’s 

legal fees (certified translation here).。 



法院的文件显示平潭及其附属公司看来是参与了东南亚海洋捕捞业的现代奴隶制。去年，美联社

因其 Seafood from Slaves 系列 报告 S获得 Pulitzer 奖，，报道显示船工是如何遭引诱被

掳，锁在遥远的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笼子里、殴打，并被迫在公海艰苦工作数小时。   

 

Ian Urbina的纽约时报撰写了一个深入的系列，The Outlaw Ocean，其记录了非法捕鱼、人口贩

卖，海洋谋杀、洗钱和毒品走私之间的联系。   

来自贫困家庭的男性和儿童被人贩子用虚假的金钱哄骗，然后“下药、绑架，并奴役”于渔船

上，并且遭受着“可怕的暴力；生病后抛入大海，挑衅的斩杀，不服从的封闭在甲板下面黑暗且

恶臭的鱼舱数日”。海洋奴役的类似故事，包括南华早报 和 卫报 所报道的“工友被船长开枪杀

死” 事件。  

参考在法院文件中提及的“酷刑船”，法官听取 Dwikarya 使用暴力强迫全体船员工作的证词。

一名工人证实他“曾一度被折磨的站了起来，因为他的印度尼西亚同事被中国人群殴”(第 8页) 

同时另一份证词说他看到高级长官殴打船员 (第 7页)。印度尼西亚政府调查员证实，一船工人遭

上级用一块钢制品严重殴打(第 6页).另外，我们发现的一个海洋谋杀 记录发生在一个拥挤的宏龙

船只上，Fu Yuan Yu 557，于 2015 年在斐济。 

 

来源: Fiji Times , WCPFC 



证据表明一些 Dwikarya 的船工是从菲律宾进口的(此处为证明翻译件), 非法 “蛇头组织”的滋长使

得不知情的村民被奴役. 在印度尼西亚的媒体采访中，Dwikarya 当地主管承认使用成百上千的外

国船工，但是否认了他们用假护照伪装的指控。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在法院文件中声称，

Dwikarya 承认贿赂移民官员 (第 3页).  

 

平潭资助系统化的非法狩猎  

照片、法院文件和无人机视频证明平潭和附属公司资助并参与了大量国际偷猎。  

偷猎是由转运开始的，渔船凭借冷冻的“母舰”供应，允许他们在海上持续捕鱼数月，甚至数

年。反过来，母舰需要占有非法捕获物并将其带到市场上。这个过程是偷猎者用来洗钱非法获得

和/或从全球食物链中通过奴役捕鱼。  

我们发现 Pingtan-affiliated 母舰包括 Danfeng 水手，Fu Yuan Yu 80 和 MV Hai Fa。据印度

尼西亚政府所说，每艘船都从事了非法转运（此处、此处、此处）。  

这些船舶之中的首领是 Hai Fa，一艘巴拿马人船舶，由一家名为 Hai Yi Shipping 的公司所拥

有。平潭的文件显示，平潭已支付数百万美元给 Hai Yi，一家卓氏拥有的附属公司，以换取“运

输服务。” 

国际刑警组织在 2015 年期间，在 Hai Fa 发出了一条紫色通报，相当于将其加入头号通缉名

单。事实上，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紫色通报仅仅对 2015 年世界上的其他四艘船舶发放过。  

印度尼西亚海军抓获已将船舶监控系统关闭的并持有 900 吨非法捕捞的鱼 Hai Fa，其中包括大量

的受保护鲨鱼。作为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最大的大型非法捕鱼事件，部长 Susi 宣布：  

“船在印度尼西亚海洋沉没之前，我不会感到开心。” 

 

综上所述：印度尼西亚官方给出附近被扣压的 MV Hai Fai（左）。Hai Fa  的货舱（右）展示了所有非法

捕鱼和受保护的鲨鱼，到达平潭总部的同一个地方。 

Hai Fa 的活动似乎紧密地与平潭和卓家交织在一起。印度尼西亚总理告诉雅加达邮报有一个“强

有力的迹象”，渔业的供应者是 wikarya 和 Avona，这是在法院文件中重申的。印度尼西亚调查



记者追踪了 Hai Fa 的非法货物意向接收人，登记在福州郝友力渔业发展公司的平潭地址。这个

实体在平潭的 SEC 文件中被命名为卓氏家族所有的附属机构，而平潭甚至担保了郝友立的债务

（第 149 页）。  

法庭文件(第 4页) 包括 Dwikarya船只装运的货物包括海豚，海龟和鲨鱼。鲨鱼是特别有价值的，

因为其鱼翅可以在中国出售，以获得优质的“鱼翅汤”（许多鲨鱼种类频临灭绝）。鲨鱼偷猎者

经常参与鱼翅业，即在鲨鱼还活着的时候将其鱼翅切掉，然后再扔回海洋直至其死亡。   

以下照片显示 Dwikarya 非法杀死罕见的鲸鲨，甚至是受中国法律保护的鲨鱼。然而，偷猎者继

续将其带到市场，并被活着锯割。  

 
 

资料来源：Twitter 

事实上，平潭似乎是巨鲨偷猎圈的一部分。我们发现，平潭宏龙与一个名为“中国鲨鱼产品合作

社”的组织存在联系。该合作社声称是“中国最大的鲨鱼供应商”，并贩卖濒危物种（如锤头

鲨）。该合作社新闻稿（包括采访卓龙雄）中经常宣传平潭和宏龙的活动。   



 

 

资料来源：中国鲨鱼产品合作社网站 

除了鱼类和海洋动物外，法院文件还显示，将濒危鸟类、爬行类动物和其他陆地动物常常装进笼

子后通过船舶运送到中国。  

 

资料来源：最高法院文件 

最近，平潭及其附属公司已开始在新水域偷猎。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平潭在东帝汶水域偷猎，而

先前平潭狡辩自己拥有的船只仅出现在该水域。   

2017 年 2 月，悉尼晨锋报报道，有人在两周前发现平潭船只装满鲨鱼，并在东帝汶水域非法偷

猎鳐形目鱼。检查期间，我们使用无人机镜头（此处可用）发现平潭偷猎不可否认的证据。  



 

综上所述：无人机镜头确认平潭存在偷猎活动。 

仅仅上个月，平潭以 3800 万美元的价格从宏龙购买了五艘鱿鱼捕捞船。然而，平潭新闻稿 Fu 

Yuan Yu 7880 中命名的船只及另外两艘船只于去年夏天被南非海军以涉嫌偷猎罪将其抓捕，

“被捕前，这几艘船试图逃跑，在经历了“戏剧性的海上追捕”后将其抓获（之后发现“这些船

只”因犯有几项罪行而受到罚款）。  

结论 

平潭在 NASDAQ 持续交易的每一天，它都在玷污着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我们的研究显示平潭渔业（PME）涉及舞弊活动企图隐瞒它股票价值可能毫无价值的事实。平潭

渔业舞弊行为性质尤为恶劣，因为投资者的投资不容置疑的已用于资助大范围的非法活动。 

最终，我们相信股东们很可能将被置于全部损失的境地。 

所有的投资者应进行他们自己的尽职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