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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单位：万元、%

销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销 90,575.45 79.99 128,847.15 74.98 116,594.10 73.43 98,425.11 72.11

经销 22,659.10 20.01 42,999.54 25.02 42,182.01 26.57 38,068.74 27.89

合计 113,234.55 100.00 171,846.69 100.00 158,776.11 100.00 136,493.85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了“直销为主、经销为辅” 的销售模式，既能加强对直接客户的开

发及对终端市场的把握，又能借助经销商的渠道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覆盖面、节省运输

及仓储成本。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公司直销收入占当期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2.11%、73.43%、74.98%和79.99%，占比较高。公司植脂末产品主要面

向奶茶、咖啡、烘焙等下游消费市场，凭借突出的产品研发及定制化优势，公司已与众多知

名食品工业、餐饮连锁等直销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报告期内随着下游消费市场

的持续发展，公司直销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2020年1-9月直销收入占比提升，主要原因

系随着国内疫情管控持续向好，在国家及各地政府部门从包括发放消费券在内的多个维度

推进并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期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活力的背景下，在新式

茶饮的消费风潮和网红经济的带动下,�现调奶茶市场复苏较快，公司紧跟行业发展趋势，

加大对餐饮连锁客户的维护和开拓，而餐饮连锁类客户基本为直销客户，因此，2020年1-9

月直销收入占比上升。

此外，公司为扩大产品覆盖区域，在以直销为主的基础上，通过与经销商的合作进一步

拓展市场。 公司将产品以卖断方式销售给经销商，经销商在各自销售区域内负责产品的推

广与销售。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经销模式带来的营业收入占当

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7.89%、26.57%、25.02%和20.01%，2017年至2019年较为稳

定，2020年1-9月经销收入占比下降，主要原因系公司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加大了对直销客

户的维护和开拓，提升了直销收入占比所致。

④主营业务收入季节性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收入呈现一定的季节性波动，一般下半年的销售收入相对较高，

原因为公司主要产品植脂末的下游行业奶茶、咖啡等主要为热饮，秋冬季节消费量增加；同

时，公司下游众多食品工业客户往往从三季度开始为中秋节、国庆节以及春节等节假日的

消费进行生产备货，因此公司下半年销售收入相对高于上半年。

（3）净利润的主要来源、现实及可预见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13,234.55 171,846.69 158,776.11 136,493.85

主营业务利润 31,043.36 52,463.55 45,609.59 37,929.58

其他业务收入 13,119.51 11,798.32 769.40 278.45

其他业务利润 -378.31 1,303.01 200.04 128.97

营业利润 18,924.44 36,411.81 21,381.47 18,030.72

利润总额 18,798.40 36,262.50 21,627.60 17,777.05

净利润 14,226.50 27,154.22 13,017.22 10,950.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1,389.39 1,532.49 -11,393.33 -7,787.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837.11 25,621.43 24,410.84 18,738.6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

9.77% 5.64% -87.52% -71.11%

其他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比例 -2.01% 3.59% 0.92% 0.73%

①报告期内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及相关分析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 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分别为37,929.58

万元、45,609.59万元、52,463.55万元和31,043.36万元， 其他业务利润分别为128.97万元、

200.04万元、1,303.01万元和-378.31万元，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利润。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

益分别为-7,787.70万元、-11,393.33万元、1,532.49万元和1,389.39万元。 2017年度，公司

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系当年计提股份支付费用产生的损益-9,508.55万元；2018年度，公司

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系当年计提股份支付费用产生的损益-13,142.58万元；2019年度，公

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系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1,049.92万元和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收

益1,172.76万元；2020年1-9月， 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系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1,

138.15万元和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847.59万元。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

益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分别为-71.11%、-87.52%、5.64%和9.77%。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变动趋势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利润 18,924.44 36,411.81 21,381.47 18,030.72

利润总额 18,798.40 36,262.50 21,627.60 17,777.05

净利润 14,226.50 27,154.22 13,017.22 10,950.9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37.11 25,621.43 24,410.84 18,738.66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突出，盈利情况良好，2017年至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呈现增长趋势；但由于2017年、2018年，公司计提了较高的股份

支付费用，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净利润相应减少。 2020年1-9月，由于新冠疫情等因素

的影响，公司的利润情况有所下滑，但整体仍保持了较好的利润水平。 公司经常性损益系公

司主要净利润来源。

②可能影响发行人盈利能力持续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A、下游产业市场规模变动

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公司的下游奶茶、咖啡、烘焙、麦片等饮料食品行

业发展迅速，为公司植脂末和咖啡产品市场的发展带来了直接动力。

同时，大量而优质的客户积累对公司能否获得持续稳定的盈利至关重要。 公司拥有不

同类型的客户群体，多元化、稳定和优质的客户群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

司也与众多下游客户群体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业务具有较好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B、完善的销售渠道

由于公司客户众多，并在规模、分布、需求等方面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控制管理成本

及开拓市场，公司的销售采用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补充的模式。

对于具有一定采购规模、较高市场知名度、较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的食品工业客户及

餐饮连锁类客户，公司采用直销的模式进行销售；而对于部分规模较小、分布较为偏远的各

类终端客户，公司凭借在全国搭建的较为完善的经销网络体系，通过经销的模式拓展了销

售的范围。 公司直销为主、经销为补充的销售模式，既能加强对直接客户的开发及对终端市

场的把握，又能借助经销商的渠道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覆盖面、节省运输及仓储成本。

C、公司产品种类不断丰富

公司依托较强的制造能力、技术实力和研发水平，不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行业发展方

向的新产品。 作为植脂末、咖啡和其他固体饮料产品的生产企业，公司根据终端市场的需求

及反馈，不断试制、开发满足客户不同需求的产品。 公司产品线种类的不断丰富，满足了不

同下游应用领域、不同地区客户的需求，同时帮助公司不断拓展新的市场。

4、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9 年 比

2018年增加

数

2018 年 比

2017 年 增

加数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38,040.11 198,184.79 174,000.08 150,047.82 24,184.71 23,952.26

收到的税费返还 1,232.22 1,086.14 876.75 433.31 209.39 443.4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513.93 1,803.15 1,737.68 1,541.21 65.47 196.4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140,786.26 201,074.08 176,614.52 152,022.35 24,459.57 24,592.17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05,533.20 145,462.25 118,210.92 106,398.56 27,251.33 11,812.3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8,462.97 11,010.41 6,286.62 4,965.01 4,723.79 1,321.61

支付的各项税费 7,447.18 13,239.40 11,076.00 11,052.71 2,163.40 23.3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7,130.64 11,275.25 8,574.49 7,176.39 2,700.76 1,398.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128,573.99 180,987.30 144,148.02 129,592.67 36,839.28 14,555.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212.27 20,086.78 32,466.49 22,429.68 -12,379.71 10,036.81

2017-2019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整体呈增长趋势，主要由于公司营

业收入逐年增长， 公司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2020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

降，主要原因系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净利润下降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

额下降。

2017年度、2018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高于当期净利润的金额为11,

478.71万元、19,449.27万元，主要原因系2017年度和2018年度公司分别确认了股份支付费

用9,508.55万元和13,142.58万元。 2019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当期净利

润7,067.44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存货增加以及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所致。2020年1-9月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当期净利润2,014.23万元， 主要原因系公司存货增加以及

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7,800.00 9,455.00 531.97 19,824.96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731.15 1,246.13 863.65 718.4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36 149.92 28.57 5,826.9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533.50 10,851.04 1,424.19 26,370.4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4,487.22 22,412.62 16,232.97 2,950.61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154.67 2,100.00 25,300.00 1,977.42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641.89 24,512.62 41,532.97 4,928.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08.39 -13,661.58 -40,108.78 21,442.36

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1,442.36万元、-40,108.78万

元、-13,661.58万元和-26,108.39万元。

2017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收回理财产品投资款10,208.00万元和金融资产

投资款9,616.96万元、公司处置房产等收回现金5,826.96万元。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公

司采购机器设备支出2,950.61万元。

2018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公司收回金融资产投资款506.97万元，取得投资

收益收到的现金863.65万元。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公司购买上海及苏州的办公场所支

出9,942.95万元，子公司玛克食品投资建设厂房、仓库及办公楼支出2,752.50万元、子公司

南通佳之味购买土地使用权支出1,266.98万元，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支出25,300.00万元。

2019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收回理财产品投资款9,455.00万元。 投资活动现

金流出主要为零星工程改造、软件购置等支出4,634.14万元；子公司玛克食品及南通佳之味

投资建设厂房及办公场所支出15,682.52万元； 子公司晶茂国际购置生产设备及装修2,

095.96万元；购买理财产品2,100.00万元。

2020年1-9月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收回理财产品7,800.00万

元。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公司购置机器设备支出及上海办公室装修支出1,931.01万元；

子公司南通佳之味投资建设厂房及植脂末生产线所支出11,535.18万元；购买理财产品20,

154.67万元。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4,878.02 24,117.74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

的现金

- - 0.02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490.55 - - 27,8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54.26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444.81 - 4,878.02 51,917.7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565.75 - 11,800.00 20,000.00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32.58 0.24 215.79 71,452.12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72 0.91 0.26 108.0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99.05 1.15 12,016.05 91,560.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45.76 -1.15 -7,138.03 -39,642.45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9,642.45万元、-7,138.03万元、-1.15

万元和3,845.76万元。

2017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公司收到的柳新荣、西藏五色水、柳新仁和国际金融

公司的增资款24,117.74万元；以及获得银行借款27,800.00万元。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

公司分红支出70,000.00万元及偿还银行借款20,000.00万元。

2018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公司收到柳新仁和宁波和理的增资款4,878.00万元。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公司偿还银行借款11,800.00万元。

2020年1-9月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公司获得银行借款3,490.55万元， 子公司南通

佳之味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收到现金3,954.26万元；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公司偿还银

行美元借款3,565.75万元。

5、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未来趋势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遵循稳健经营的原则，各项业务有序开展，其中财务状况分析、盈利能

力分析具体参见本节“（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有关内容。

未来，公司将通过资本市场、银行借贷等多渠道筹措资金，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提高

公司抗风险能力和偿债能力。

公司将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坚持新产品的研发，同时拓宽营销渠道，提高服务能力，促

进现有业务的增长。 对现有产品线规模进行扩充，增加互补性强、相互协同的产品线，以进

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五）股利分配政策

1、发行前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有关法规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1）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

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

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

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

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2）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

（3）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

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4）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2、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

发行人报告期内利润分配事项均已实施完毕：

2017年3月6日，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400,000,000.00元，

本次现金股利已于2017年6月9日分配完毕。

2017年4月27日，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300,000,000.00

元，本次现金股利已于2017年10月16日分配完毕。

3、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草案）》，本次发行后公

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1）制定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原则

制定分红回报规划应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公众股东、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若

有）的意见，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分红回报机制，坚持现金分红为主的基本原

则。

（2）制定股东分红回报规划考虑的因素

公司将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企业盈利情况、发展战略、股东要求和意

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

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本次发

行融资、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细化利润分配规划，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

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3）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制定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议一次股东分红回报规划，根据股东特别是公众股东、独立董

事和外部监事（若有）的意见，对公司正在实施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适当且必要的调整。 若

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现有的利润分配政策影响公司可持续经营时，公司可以

根据内外部环境修改利润分配政策。

股东分红规划的修订由公司董事会负责，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应当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在

提交股东大会的议案中详细说明修改的原因。 公司如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后的利润

分配政策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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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取通过公开征集意见或召开论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

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与中小股东就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充分讨论

和交流。

（4）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具体计划

1）公司每年在按照公司章程、相关法规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后，公司

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股利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形

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供分配利润的30%。

同时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

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

的现金分红政策：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的，适用本款规定。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①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

持续经营；

②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③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前述重大现金支出安排是指：

①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超过5,000万元；

②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

除年度股利分配外，公司可以根据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

情况进行中期分红。

2）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的条件下，若公司营收增长快速，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

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 可以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

下，为保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相适应，提出并实施适当的股票股利分配预案，独立董事应

当对董事会提出的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3）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董事会提出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

方案论证过程中，应与独立董事充分讨论，并通过多种渠道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

通和交流。 经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董事会未作出年度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

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的派发事项。 公司接受所有股东、

独立董事、监事和公众投资者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4、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在公

司股票公开发行后由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六）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与参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1、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拥有8家全资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及其业务定位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与佳禾食品关系 主要经营业务/业务定位

1 金猫咖啡 全资子公司 从事咖啡业务

2 南通佳之味 全资子公司

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年产十二万吨植脂末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在该项目投产后，经营植脂

末等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3 玛克食品 全资子公司

咖啡、固体饮料等产品的小包装生产业务；同时，作为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研发中心项目” 的实施主体

4 晶茂国际 全资子公司

新加坡窗口公司，负责部分原材料、商品的进出口及分

装业务

5 佳霖商贸 全资子公司 植脂末、咖啡及固体饮料的电商业务

6 红益鑫 全资子公司 负责部分原材料的采购

7 上海蓝蛙 全资子公司 贸易

8 上海佳津 全资孙公司 公司产品体验门店

9 上海植匠 控股子公司 部分产品的零售

（1）金猫咖啡

金猫咖啡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苏州金猫咖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11月28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9,3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1XJ0YP3N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友谊工业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佳禾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柳新荣

经营期限 2018年11月2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食品生产、销售；食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金猫咖啡设立于2018年11月，定位于经营公司的咖啡业务。经天衡审计，金猫咖啡近一

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8,690.29 8,307.77

净资产（万元） 8,155.69 7,454.25

经营业绩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3,607.47 1,095.37

净利润（万元） -598.56 -545.21

（2）南通佳之味

南通佳之味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南通佳之味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6月14日

注册资本 35,000万元 实收资本 22,5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4MA1WPP600G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南通市海门市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州路333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佳禾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柳新荣

经营期限 2018年6月14日至******

经营范围

食品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道路货运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南通佳之味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十二万吨植脂末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的实施

主体，在建设完成后将主要从事经营植脂末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业务。 经天衡审计，南通佳之

味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29,816.93 17,430.46

净资产（万元） 24,580.16 14,573.10

经营业绩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8,426.50 -

净利润（万元） 2,507.06 -409.90

（3）玛克食品

玛克食品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玛克食品（苏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7月8日

注册资本 20,339.2649万元 实收资本 10,8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0914660915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中山南路518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佳禾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柳新荣

经营期限 2014年7月8日至******

经营范围

食品生产、销售；食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玛克食品的主要定位系咖啡、固体饮料等产品的小包装生产。 经天衡审计，玛克食品近

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10,865.82 11,577.57

净资产（万元） 10,454.35 10,449.40

经营业绩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462.37 378.89

净利润（万元） 4.95 -95.79

（4）晶茂国际

晶茂国际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Kingmao�International(S)�Pte�Ltd.(新加坡

晶茂国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9月7日

注册资本 450万美元 实收资本 450万美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1� SENOKO� AVENUE� #03-06/07� FOODAXIS� @� SENOKO� SINGAPORE�

(758297)

注册号 201725527C

公司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 佳禾股份持股100%

经营范围 食品销售、进出口业务及分装业务

晶茂国际为佳禾食品新加坡子公司，负责部分原材料、商品的进出口及分装业务。 经天

衡审计，晶茂国际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5,478.93 6,306.65

净资产（万元） 772.21 1,373.81

经营业绩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4,793.48 11,233.87

净利润（万元） -590.34 -1,452.06

（5）佳霖商贸

佳霖商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苏州市佳霖食品商贸有限公

司

成立时间 2012年10月15日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0552132306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吴江区松陵镇友谊工业区五方路127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佳禾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柳新荣

经营期限 2012年10月15日至2032年10月14日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与零售；包装材料、日用百货销

售；商务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佳霖商贸主要经营电商业务。 经天衡审计，佳霖商贸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595.97 440.81

净资产（万元） 279.60 148.52

经营业绩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433.45 1,642.59

净利润（万元） 131.08 11.97

（6）红益鑫

红益鑫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井冈山市红益鑫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6月4日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881343245325U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江苏省井冈山市新城区总部经济大楼401室、402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佳禾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汤星

经营期限 2015年6月4日至2045年6月3日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红益鑫系佳禾食品原材料采购子公司。 经天衡审计，红益鑫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4,212.68 11,009.62

净资产（万元） 1,154.05 4,382.50

经营业绩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7,351.02 29,891.07

净利润（万元） 1,004.05 4,232.40

（7）上海蓝蛙

上海蓝蛙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蓝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11月9日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实收资本 2,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MA1GC86410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8633弄41号326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佳禾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柳新仁

经营期限 2018年11月9日至2038年11月8日

经营范围

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从事食品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包装材料、日用百货的销售，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蓝蛙主要业务为着眼于终端市场的需求，从事咖啡、植脂末等产品的研发及相关

产品的贸易业务。 经天衡审计，上海蓝蛙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2,051.78 5,458.80

净资产（万元） 1,540.02 2,353.15

经营业绩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2,959.08 10,774.76

净利润（万元） -813.13 353.15

（8）上海佳津

上海佳津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佳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4月23日

注册资本 2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MA1GCEGW0R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营

地

上海市闵行区新龙路1333弄75号104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金猫咖啡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柳新仁

经营期限 2019年04月23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佳津成立于2019年4月，其定位于公司产品的体验门店，通过客户的体验，让公司

的产品与市场更贴近，与消费者需求更契合。 经天衡审计，上海佳津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

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36.55 23.81

净资产（万元） 25.95 21.30

经营业绩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5.59 21.11

净利润（万元） -35.35 -38.70

（9）上海植匠

上海植匠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植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3月9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MA1GE6LR03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营

地

上海市闵行区平阳路452号228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股权结构 佳禾股份持股75%，杨榕持股25%

法定代表人 柳新仁

经营期限 2021年03月09日至2051年03月08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个人商务服务；服装服饰零售；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玩具销售；日用品销售；纸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植匠为2021年3月新设立的公司，其定位于公司部分产品的零售业务，目前无近一

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2、报告期初至今注销的子公司

（1）Cool� Coffee

公司名称 Cool�Coffee�Pte.Ltd. 成立时间 2018年4月20日

注册资本 100新币 实收资本 100新币

注册地址 7�Temasek�Boulevard#43-03A�Suntec�Tower�One�Singapore(038987)

注册号 201813454E

公司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 晶茂国际51%；Vision�Holding�Pte.Ltd49%。

经营业务 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

注销时间 2019年5月29日

Cool� Coffee系由晶茂国际和VisionHolding共同出资，于2018年4月20日设立，并完

成注销，存续期间并未开展经营活动。

（2）晶佳怡

晶佳怡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苏州市晶佳怡糖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03月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1NJX994K 注册资本 1亿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汾湖大道558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佳禾有限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柳新荣

经营范围 葡萄糖浆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销时间 2017年8月24日

晶佳怡设立于2017年3月15日，于2017年8月24日完成注销，存续期间并未开展经营活

动。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量

经公司2019年4月20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拟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0%且不超过4,001万股。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将根据市场情况和向询价对象的询价情况确定，本次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

若公司本次成功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如下投资

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投资金 实施周期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

1

年产十二万吨植

脂末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36,521.61 36,521.61 18个月

海行审备 [2019]

468号

海 审 批 表 复

[2019]181号

2

年产冻干咖啡

2,160吨项目

11,713.72 - 12个月

吴发改行外备发

[2019]37号

吴 环 建 [2019]

237号

3

新建研发中心项

目

5,274.50 3,552.72 24个月

吴 江 发 改 备

[2019]221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 登 记 表

（20193205840

0000767号）

4

信息化系统升级

建设项目

2,945.71 - 24个月

吴发改行外备发

[2019]36号

-

合计 56,455.54 40,074.33 - - -

如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量少于计划募集资金量，缺口部分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

方式解决。 鉴于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将依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和资金需求，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实施上

述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拟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对主要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深圳市大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编制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

“年产十二万吨植脂末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98,332.31万元、年净

利润11,579.13万元；“年产冻干咖啡2,160吨项目” 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5,905.45

万元、年净利润2,588.94万元；“新建研发中心项目” 实施以后，将提升公司研发能力，为公

司开发植脂末、咖啡等产品提供核心技术保障，增强公司技术竞争力；“信息化系统升级建

设项目”建成后，将推动实现财务、供应链、客户管理、研发、数据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化，提高

企业管理水平和竞争力。 因此，上述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显著增强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提

升财务经营状况。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行业与市场风险

1、市场需求下降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

2、市场竞争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

3、产业政策变动的风险

植脂末、咖啡及其他固体饮料是中国食品行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国家对于该

行业给予了大量政策支持和政策指导。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

局等部门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十三五” 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关于促进

食品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众多政策指导性文件，对行

业发展支持较大。 如果未来的产业政策或行业规划出现变化，将可能导致公司的市场环境

和发展空间出现变化，将给经营带来风险。

（二）经营风险

1、食品安全的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

2、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

3、安全生产风险

安全是公司的生命线，是公司持续发展的基石。 公司历来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建立了完

善的安全生产管控制度及体系，能够预防并及时、有效地应对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安全

事故，但仍无法完全排除因人为操作失误或意外原因导致的安全生产事故，从而影响公司

的正常经营活动。

4、人才流失的风险

公司植脂末及咖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建立在较强的制造能力、技术实力及

研发实力之上，要保持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且相对稳定的人才

队伍。 此外，公司在行业中市场地位的不断提高也使公司内部的人才成为行业内竞争企业

争夺的焦点。 虽然公司完善了激励机制，制定了较有竞争力的绩效考核制度及薪酬制度，并

通过设立宁波和理作为管理层及重要员工的持股平台，但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对人

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如果公司不能持续吸引并留住人才，将会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形成制约。

5、经销商管理风险

根据多年深耕植脂末、咖啡及其他固体饮料领域的市场经验，报告期内，公司采取了

“直销为主、经销为辅” 的销售模式，既能加强对直接客户的开发及对终端市场的把握，又

能借助经销商的渠道降低交易成本、 扩大市场覆盖面、 节省运输及仓储成本。 2017年度、

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公司通过经销模式产生的销售收入分别为38,068.74

万元、42,182.01万元、42,999.54万元和22,659.10万元，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7.89%、26.57%、25.02%和20.01%。 为搭建完善及稳定的经销网络体系，公司完善了多维度

经销商筛选标准，并制定了多项经销商管理制度，但随着未来公司经营规模的持续增长，仍

存在对经销商管理不到位或经销商不能完全认同公司的企业文化及发展理念的可能性，从

而对公司品牌形象造成不利影响。

6、核心技术及商业秘密失密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

7、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未足额缴纳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未全员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公司报告期内不断规

范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情况，逐步完善人事用工制度，实际控制人亦做出承担相关

补缴和处罚费用的承诺，但发行人报告期内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仍存在被相

关主管机构追缴的风险。

（三）财务风险

1、业绩下滑的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

2、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

3、毛利率下降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

4、汇率变动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

5、存货减值风险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15,440.19

万元、15,532.48万元、17,221.61万元和21,420.34万元， 占各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15.64%、13.66%、13.26%和16.79%（年化），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2020

年1-9月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

公司存货 21,420.34 17,221.61 15,532.48 15,440.19

营业成本 95,689.00 129,878.45 113,735.87 98,713.75

公司存货占

营业成本比

例

16.79% 13.26% 13.66% 15.64%

注：为增强可比性，2020年1-9月公司存货占营业成本比例系年化处理。

由于植脂末、咖啡及其他固体饮料等产品具有产品型号众多、细分市场领域对产品的

需求多样等特点， 如果公司未能及时把握下游行业需求变化导致存货长期积压和价格下

跌，公司存在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而对当期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6、出口退税政策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的外销主营收入分别为36,711.97万元、54,125.54万元、43,807.41

万元和22,739.03万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的商品出口按相关规定享受

13%的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率的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产品销售的利润率。如果以

上出口退税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如大幅降低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将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公司的盈利能力。

7、政府补助变化风险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发行人取得政府补助的金额分别为1,

061.10万元、1,207.92万元、1,049.92万元和1,138.15万元；其中，金额较大的系发行人子公

司红益鑫收到井冈山财政局发放的商贸发展基金， 金额分别为446.06万元、605.95万元、

656.44万元和294.57万元。 根据井冈山市财政局出具的《说明》，红益鑫收到的上述财政补

贴系井冈山市财政局根据政府相关法规的规定发放，依法由红益鑫享有。 但若相关政策出

现调整，或相关政策的执行条件出现重大不利变化，红益鑫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存在被取

消或被追缴的风险。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柳新荣、唐正青就此出具了《承诺函》，承诺若红益鑫自2017年1月1

日至2020年9月30日收到的井冈山市财政局发放的商贸发展基金被主管部门要求退还，致

使红益鑫及/或发行人因此遭受损失， 将无条件向红益鑫及/或发行人进行补偿， 以使发行

人、红益鑫不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8、净资产收益率短期下降风险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的净资产为133,166.01万元。 本次新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

将大幅增加。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一定的建设期或投入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短期

内难以产生理想效益，且募集资金的投入还将产生一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因此公司

存在短期内因净资产规模迅速扩大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四）募投项目实施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

（五）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柳新荣先生、唐正青女士直接控制及

通过西藏五色水、宁波和理间接控制合计控制本次发行前公司91.79%的股份。 假设本次公

开发行新股发行数量为4,001万股， 发行完成后柳新荣先生、 唐正青女士将合计控制公司

82.61%的股份，依然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实施有效控制，对公司稳定发展

有着积极作用，但若实际控制人通过行使表决权，或运用其他直接、间接方式对公司的经

营、重要人事任免等进行不当控制，则可能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

(上接A17版）

(下转A1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