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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9年 /

2019-12-31

2018年 /

2018-12-31

2017年 /

2017-12-31

流动比率 14.45 7.69 3.78

速动比率 6.75 3.97 1.07

资产负债率（%）

合并 6.24 7.41 15.36

母公司 24.99 38.81 33.1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33 5.88 5.13

存货周转率（次） 1.01 1.23 0.78

每股净资产（元） 5.34 4.97 4.6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0.03 1.25 0.3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29 0.84 -0.0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1,335.52 18,204.37 13,851.86

利息保障倍数（倍） 3,932.50 134.89 12.50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

股

0.473 0.384 0.238

稀释每

股

0.473 0.384 0.2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7 7.95 5.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

股

0.443 0.364 0.230

稀释每

股

0.443 0.364 0.2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0 7.55 5.01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财务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体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合计 125,138.44 61.35% 108,197.37 56.31% 114,844.34 57.95%

非流动资产合计 78,829.75 38.65% 83,948.49 43.69% 83,335.95 42.05%

资产总计 203,968.19 100.00% 192,145.86 100.00% 198,180.30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流动资产在总资产中的

占比分别为 57.95%、56.31%和 61.35%。公司是一家浓缩果汁生产商，行业属

资本密集型，由于生产的需求及季节性因素，存货、固定资产均较多，公司资

产结构符合公司的业务特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略有波动。 2018 年末资产总计较 2017 年

末略有下降，主要是由于：1）应收账款余额有所下降；2）2018 年受苹果减产

影响，榨季生产较少，而销售旺盛，导致存货余额下降；3）2017 年末由于转让

滨州安德利股权，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较大。 2019 年末资产总计较 2018 年

末有所增加，主要是由于：1）应收账款余额有所上升；2）2019 年苹果丰收，

公司榨季生产较多，存货余额较大；3）龙口安德利与龙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于 2019 年 11月签订土地收回协议，龙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收回龙口

安德利合计约为 106,964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并按照土地收回协议给予补

偿款人民币 8,415.50 万元。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体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合计 8,657.48 68.06% 14,076.73 98.82% 30,349.44 99.72%

非流动负债合计 4,063.45 31.94% 168.75 1.18% 84.06 0.28%

负债合计 12,720.93 100.00% 14,245.48 100.00% 30,433.50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逐渐

下降，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主动降低杆杠水平以应对经济和行业的不确

定性，保障股东回报，归还了部分有息负债。

2、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及其变化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83,152.99 99.21% 106,184.08 99.46% 89,529.30 99.36%

其他业务收入 659.75 0.79% 574.40 0.54% 574.81 0.64%

合计 83,812.73 100.00% 106,758.48 100.00% 90,104.12 100.00%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浓缩果汁及相关产品销售收入，报告

期内占比均在 99%以上，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指销售原材

料收入、租金收入等。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构成及其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毛利 26,037.35 98.52% 28,727.58 98.72% 27,810.38 98.72%

其他业务毛利 391.12 1.48% 371.53 1.28% 361.62 1.28%

合计 26,428.47 100.00% 29,099.11 100.00% 28,171.99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占比均在 98%以上，与主营业务收入、成本

占比基本一致，且相对较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的期间费用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销售费用 4,478.08 9,121.18 6,987.75

管理费用 5,427.28 6,146.79 5,308.44

研发费用 241.65 215.33 185.57

财务费用 -646.79 -1,563.84 2,093.68

期间费用合计 9,500.22 13,919.46 14,575.43

营业收入 83,812.73 106,758.48 90,104.12

销售费用 /营业收入 5.00% 8.54% 7.76%

管理费用 /营业收入 6.00% 5.76% 5.89%

研发费用 /营业收入 0.00% 0.20% 0.21%

财务费用 /营业收入 -1.00% -1.46% 2.32%

期间费用率 11.34% 13.04% 16.18%

2017-2018 年，公司期间费用金额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受美元汇率影

响财务费用下降较多，抵消了销售、管理费用增长的影响。 2019 年，公司期间

费用金额、费用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降的同时，销售

费用、管理费用均有一定的下降。

3、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比例在 1.1左

右，与营业收入及增值税缴纳的情况基本匹配。 2017-2018 年，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比例均大于 1。

2019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净利润，主要原因是：

1）2019 年公司生产量较大，期末存货增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多。

2）2019 年四季度我国整体浓缩果汁出口量恢复增长，公司发货也相应增加，

导致期末在信用期内应收账款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收回金融资产收到的现金、购买金融资产支付的现金金

额均较大，主要原因是公司为了提升闲置资金使用效率、为股东创造更高回

报，进行了一些理财产品、股票等的投资活动。报告期各期，公司购买银行“天

天理财” 类等短期理财实现理财收益分别为 72.78 万元、236.06 万元和

293.16 万元，2018 年、2019 年公司投资结构性存款实现理财收益分别为

502.43 万元和 1,034.43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主要原因是公

司偿还了较多的银行借款，降低了资产负债率，并持续通过现金分红、回购股

份等方式回馈股东。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系取得银行借款收到的现

金，与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以银行短期借款进行融资的情况相符。 公司筹资活

动现金流出主要系偿还银行借款支付的现金、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以及回购公司股份支付的现金等。

（五）股利分配政策

1、发行前的股利分配政策

（1）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①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

回报，兼顾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②公司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

资者的意见。

③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2）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①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

分配利润。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②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特殊情况是指：拟回购股份、需重大投资。

拟回购股份所需金额、重大投资的标准如下：

A.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B.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0,000 元；

C.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000 元；

D.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0,000 元；

E.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000 元；

上述标准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③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公司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可以

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3）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修改情况

2020 年 3 月 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本公司章程（草案）有关条款的议案》，拟将利润分配具体政策修改如下：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一）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

式分配利润。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二）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

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特殊情况是指：拟回购股份、需重大投资，以及经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其它特殊事项。

拟回购股份所需金额、重大投资的标准如下：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2、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0,000 元；

3、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000 元；

4、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0,000 元；

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000 元；

上述指针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三）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公司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可

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上述利润分配具体政策需经公司拟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最近三年股利分配的情况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回报，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如下：

根据 2019 年 6 月 26 日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公司向普通股股东派发现

金股利，每股 0.1元，共计 35,800,000 元。

根据 2018 年 6 月 26 日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公司向普通股股东派发现

金股利，每股 0.1元，共计 35,800,000 元。

根据 2017 年 5 月 25 日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公司向普通股股东派发现

金股利，每股 0.05 元，共计 18,400,000 元。

3、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 2017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章程（草案）》，公司发

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1）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①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

回报，兼顾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②公司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

资者的意见。

③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2）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①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

分配利润。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②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特殊情况是指：拟回购股份、需重大投资。

拟回购股份所需金额、重大投资的标准如下：

A.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B.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

000,000 元；

C.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000 元；

D.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0,000 元；

E.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000 元；

上述标准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③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公司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可以

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3）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①公司董事会就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并形成详细会议

记录。 独立董事应当就利润分配方案发表明确意见。 利润分配方案形成专项

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

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听取中小股东的

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

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②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不采取现金方式分红

或拟定的现金分红比例未达到第二百三十条规定的，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

方案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③公司因前述第二百三十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

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

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

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4）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的派发事宜。

（5）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

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 详细论证调整理由，

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 2/3 以上（含）独立董事表决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特

别决议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方式。

（6）支付股利

公司向内资股股东支付股利及其它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用人民币

支付。 公司向外资股股东支付股利及其它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以美元

支付。 公司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的股利或其他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和宣

布，以港币支付。

公司向外资股股东支付股利以及其他款项，应当按照中国有关外汇管理

的规定办理，如无规定，适用的兑换率为宣布派发股利和其他款项之日前一

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有关外汇的收市价。

此外，公司 2017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上市后前三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对上市后前三年的具体股利分配规划作出了进一

步安排。 关于分红回报规划的具体内容，参见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第一节 重

大事项提示” 之“二、股东回报规划” 。

4、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若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分别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全体新增及现有股东将有权按 A 股发行后

彼等各自的股权比例享有 A 股发行完成前公司的累计未分配利润， 新 A 股

股东（不包括现有内资股及非上市外资股股东）不享有本次 A 股发行完成

前已经宣派的任何股息。

（六）控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有 10 家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

下：

说明：本部分披露的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的财务数据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和发行人会计政策的规定编制并包含在发行人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前述合并

财务报表已由发行人会计师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

告》。 发行人会计师未对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单独进行法定审计并出具审计报

告，故发行人控股子公司财务数据为未经单独法定审计。

1、白水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白水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712.5万美元

成立时间 2001年 12月 13日 实收资本 1,712.5万美元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 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杜康镇

主营业务 浓缩果汁的生产、销售，果渣销售。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安德利股份 1,274.825 74.44

BVI安德利 437.675 25.56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19-12-31/2019年

总资产 503,461,798

净资产 483,930,315

主营业务收入 137,987,062

净利润 27,385,340

2、烟台安德利果汁饮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烟台安德利果汁饮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83.20万美元

成立时间 2001年 9月 3日 实收资本 483.20万美元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新城大街 909号

主营业务 饮料产品的生产、销售及代加工业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安德利股份 362.40 75.00

BVI安德利 120.80 25.00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19-12-31/2019年

总资产 111,709,041

净资产 109,147,031

主营业务收入 3,092,405

净利润 135,051

3、烟台龙口安德利果汁饮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烟台龙口安德利果汁饮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950万美元

成立时间 2002年 4月 9日 实收资本 1,950万美元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 山东省龙口市石良镇下河头村

主营业务 浓缩果汁的生产、销售，果渣销售。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安德利股份 906.71 46.50

BVI安德利 1,043.29 53.50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19-12-31/2019年

总资产 237,065,224

净资产 194,034,845

主营业务收入 73,807,365

净利润 19,083,653

4、徐州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徐州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美元

成立时间 2002年 11月 4日 实收资本 1,000万美元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 江苏省徐州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

主营业务 浓缩果汁的生产、销售，果渣销售。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安德利股份 750.00 75.00

BVI安德利 250.00 25.00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19-12-31/2019年

总资产 202,357,652

净资产 195,178,014

主营业务收入 75,567,157

净利润 10,236,280

5、大连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大连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5年 3月 18日 实收资本 8,000万元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 辽宁省瓦房店市赵屯乡郑屯村

主营业务 浓缩果汁的生产、销售，果渣销售。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安德利股份 5,600.00 70.00

徐州安德利 2,400.00 30.00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19-12-31/2019年

总资产 170,625,043

净资产 141,421,165

主营业务收入 110,900,800

净利润 22,235,993

6、永济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永济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296万美元

成立时间 2007年 1月 22日 实收资本 1,296万美元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 山西省永济市涑水东街 109号

主营业务 浓缩果汁的生产、销售，果渣销售。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安德利股份 972.00 75.00

BVI安德利 324.00 25.00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19-12-31/2019年

总资产 302,119,812

净资产 157,096,455

主营业务收入 112,284,094

净利润 14,429,230

7、安岳安德利柠檬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安岳安德利柠檬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11年 2月 28日 实收资本 5,000万元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 四川省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岳工业园（安岳县石桥铺镇）

主营业务 浓缩柠檬汁、柠檬油的生产、销售。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安德利股份 5,000.00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19-12-31/2019年

总资产 81,526,168

净资产 7,300,925

主营业务收入 4,400,280

净利润 -1,770,701

8、礼泉亿通果蔬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礼泉亿通果蔬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11年 12月 5日 实收资本 10,000万元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工业园区

主营业务 浓缩果汁的生产、销售，果渣销售。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白水安德利 10,000.00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19-12-31/2019年

总资产 223,796,556

净资产 188,154,517

主营业务收入 118,138,333

净利润 16,600,283

9、ANDRE�JUICE�CO.,�LTD.（BVI安德利）

公司名称 ANDRE�JUICE�CO.,�LTD. 注册资本 50,000美元

成立时间 2003年 6月 17日 实收资本 1美元

注册地 英属维京群岛 BVI公司号码 548372

主营业务 持股公司，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美元） 出资比例（%）

安德利股份 1.00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19-12-31/2019年

总资产 197,827,636

净资产 172,247,872

主营业务收入 -

净利润 50,232,655

10、North�Andre�Juice（USA）,�Inc.（美国安德利）

公司名称 North�Andre�Juice（USA）,�Inc. 注册资本 190万美元

成立时间 2009年 7月 27日 实收资本 190万美元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 美国加州

主营业务 进口、销售浓缩果汁，售后服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美元） 出资比例（%）

BVI安德利 1,900,000.00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19-12-31/2019年

总资产 18,269,705

净资产 5,573,789

主营业务收入 47,122,774

净利润 5,535,408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总量及拟投资项目

根据 2017 年 11 月 1 日召开的 2017 年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

发行人本次拟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 A 股账户的自然人、 法人及其他机

构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不超过 2,000 万股，全部用于公司主营

业务相关的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以

下项目：

项目

投资额（万

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项目备案 环保批复

多品种浓缩果汁生产

线建设项目

17,500.00 12,250.00

备 案 号

1606120180

烟环审[2013]19号

合计 17,500.00 12,250.00 - -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进度安排

如未发生重大不可预测的市场变化，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投资进度

及使用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第一年 第二年

多品种浓缩果汁生产线建设项目 5,363.00 4,637.00

多品种浓缩果汁生产线项目辅底流动资金 2,250.00

合计 12,250.00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及进度，以自筹资金支

付项目所需款项。 募集资金到位后，可用于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以及支付项目剩余款项。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的资金不足以支付

计划投入项目的金额， 则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和 / 或银行借款解决；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的资金在支付计划投入项目的金额后尚有剩余，则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倘发行 A 股将不会进行，公司或会考虑延期实施项目；

或经董事会讨论并批准后，项目将由公司以银行贷款拨付。

截至 2019 年末， 公司已对多品种浓缩果汁生产线项目环保设施投入

613.25 万元。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分析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在相关部门备案，取得环评批复以及土地使用

权证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的规定。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四）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安排

公司已制定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管理遵循募集资金专户存储、规范使用、如实披露、严格管

理的原则，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和规范。 公司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

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集中管理。

（五）董事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在现有业务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产品结

构，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

理能力等相适应，具体分析如下：

经营规模方面，截至 2019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203,968.19 万元，本次募

投项目与现有主营业务相关，投资金额为 17,500.00 万元，占最近一年末资

产总额的比例为 8.58%，与公司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较为匹配。

财务状况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90,104.12 万元、1

06 , 758 . 48 万元和 83 , 812 . 7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642.52 万元、13,733.58 万元和 16,926.87 万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为 13,575.60 万元、44,756.42 万元和 1,135.82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具有较

强的盈利能力、现金流状况良好，有能力支撑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及后续运营。

技术水平方面，公司的生产加工设备为世界先进水平，为产品质量、在线

实验以及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公司技术先进，先后获得多

项发明专利，通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具备了较强的科技实力、扎实的工作基

础、企业整体科研水平迅速提升，培养了多名技术人才，造就了一支创新能力

较强的研发队伍。 公司还与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湖南省农产品加工

研究所和江苏楷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公司合作，积极研

发新技术。 公司目前的技术储备和研发实力可以有效的支撑未来业务的发展

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管理能力方面，公司建立自己完整的内控管理体系，经过历年来公司各

部门的健全完善，已自成系统，逐步形成“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岗位

化、控制信息化” 的标准流程，通过制定内部查核制度、分层次的绩效考核和

全员绩效考核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公司日常工作的监管力度，强化全员效益意

识和成本意识，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

支撑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与运营。

综上所述，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

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

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公司

现有经营规模、财务状况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因此，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具有可行性。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对公司同业竞争和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项目实施后不会产生

同业竞争，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七）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属于国家限制类、淘汰类行业

根据 2019 年 10 月 30 日，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发展改革委修订发布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令第 29 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将热带果汁、浆果果汁、谷

物饮料、本草饮料、茶浓缩液、茶粉、植物蛋白饮料等高附加价值植物饮料的

开发生产与加工原料基地建设；果渣、茶渣等的综合开发与利用列为鼓励类

产业目录。

发行人募投项目为多品种浓缩果汁生产线建设项目主要生产品种为桃

浆、石榴汁、草莓汁及复合浓缩果、蔬汁（浆）。 募投项目不属于限制类及淘汰

类行业。 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一）多品种浓缩果汁生产线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多品种果汁生产线项目

建设地点 牟平区九发街以北、安德利大街以南

建设单位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总投资额 17,500.00万元，其中 7,500.00万元补充项目流动资金

项目法人 王安

项目建设内容 1栋 1层生产厂房，购置 2条果汁、果浆生产线

总建筑面积 2,762.00平方米

年生产能力 年可生产浓缩果汁、果浆、香精 2万吨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公司原有设备及生产工艺为单一品种浓缩果汁生产，主要加工水果品种

是苹果、梨等市场需求量大的水果，对于同样有着广阔市场的小品种水果如

桃、草莓、石榴等加工一直没有深度开发，仅小批量生产。 导致目前公司出现

品种单一、停产时间长等情况。 经过分析，桃、草莓、石榴等小品种浓缩果汁存

在货少价高的现象，相对于苹果加工而言，小品种水果加工具有投资少见效

快的特点。 由于公司现有生产线无法满足多品种果汁生产要求，为满足市场

需求，扩大市场占有量，增加公司浓缩果汁品种，故公司募投项目拟建设适用

于小品种浓缩果汁的多品种果汁生产线。

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主要应用于软饮料行业，软饮料品种包括：碳酸饮料、

果蔬汁饮料、蛋白饮料等。 公司募投项目产品可作为软饮料打底、调香调味、

调浓度等应用。 本次募投项目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是果蔬汁饮料生产商。 公

司现有客户：统一、娃哈哈、农夫山泉等对此类产品有稳定需求。 本次多品种

果汁项目能丰富公司品种种类， 满足客户日益增加的小品种果蔬汁的需求，

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3、项目的市场前景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的增长，居民的饮食方

面越来越地追求安全、营养和保健。 果蔬汁饮品以其丰富的营养、良好的保健

功效以及更加安全和环保而受到青睐。 中国果汁行业虽然已经取得长足的发

展，但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无疑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随着消费者

的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及消费质量也在不断提高，纵观国际果

汁饮料发展的轨迹来看，纯天然、高果汁含量的果汁饮料将成为必然发展方

向。果汁饮料的消费市场将会逐渐扩大。近年来，各大饮料公司都加紧了果汁

饮料板块在全球的布局。 而作为果汁饮料原料之一的浓缩果蔬汁需求也将逐

步增加。

4、项目建设情况

（1）项目概况

本项目将通过改建现有厂房，建成建筑面积 2,763 平方米的多品种生产

线厂房，并购买生产设备的方式投入生产。 项目达产后，达产年项目产能为桃

浆 5,000 吨，石榴汁、草莓汁各 1,000 吨，复合浓缩果、蔬汁（浆）13,000

吨，共 20,000 吨。本项目产品主要应用于软饮料行业，可作为饮料打底、调香

调味、调浓度等应用。销售对象主要是果蔬汁饮料生产商。本项目报批总投资

（建设投资 + 流动资金，下同）估算 17,500.00 万元，计算期内年均营业收入

为 28,700.00 万元，年均总成本 25,044.76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 3,565.62 万

元。

（2）项目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17,5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0,000 万元，项目流动资金

7,500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额（万元） 占投资总额比例（%）

1 工程费用 899.00 5.14

2 设备购置及安装 8,673.00 49.56

3 其他费用 137.14 0.78

4 预备费 290.86 1.66

5 流动资金 7,500.00 42.86

合计 17,500.00 100.00

注：其他费用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用、前期费用和招标代理费。

（3）项目技术水平、工艺流程

目前大多数浓缩果汁加工线主要是针对大宗水果设计的，针对小品种的

水果，无法做到生产线共用。 公司募投项目通过建造可以加工众多类型水果

的多功能小品种生产线，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实现多种水果共用一条生产线。

①项目主要设备如下：

序号 设备 投资额（万元）

1 地瓜、土豆、胡萝卜磨皮机 349.60

2 新型强制循环两效连续蒸发器 453.58

3 管式无菌型灭菌 -保持 -冷却机组 651.29

4 真空浓缩降膜蒸发器 680.40

5 真空吸滤器 143.20

6 BUCHE超精过滤 428.40

7 C-T9灌装机 680.40

8 福乐伟带式压榨机及备件 790.70

9 福乐伟卧螺离心机 256.00

10 浓缩设备及备件 1,420.52

所有的工艺技术来源都是公司自有，处于成熟阶段，达到国内领先，国际

先进水平。

②公司多品种浓缩果汁生产项目工艺流程如下：

③各生产工艺说明：

挑选：人工去除原料果中不符合规定的腐烂果、霉变果、受伤变质果、杂物。

前处理系统：原料经水冲洗、浸泡、清洗后，进入后续工序进行破碎成果

浆。

打浆精处理：原料进一步精细处理，使果浆的粒度降低到 0.5 毫米以下，

同时去掉皮和籽。

压榨：使用带式压榨机对果浆进行压榨，保留果汁，将果皮等果渣排出。

巴杀：通过巴氏灭菌法杀菌。

酶解：通过添加酶解制剂，将果汁中的果胶、淀粉等大分子物质分解，便

于澄清。

过滤：通过过滤口径为 0.2 微米的超精细过滤膜过滤，进一步滤除果汁内

大颗粒杂质。

汁浓缩：通过真空低温浓缩，把果汁中的水分蒸发，将其浓缩到指定的糖

度。

浆浓缩：通过真空低温浓缩，把果浆中的水分蒸发，将其浓缩到指定的糖

度。

灌装：通过巴氏高温短时杀菌消毒，灭除果汁内残留的致病病原菌，在商

业无菌状态完成成品无菌灌装到包装物中。

冷库储存：罐装好的成品储存在 4 摄氏度的冷风库中。

（4）产品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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