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时选择解除合同， 并且按照毛鸡总合同量与已饲养的毛鸡量的短缺数量，支

付违约金，只鸡违约金约定为1元/羽，但违约金最少不低于10万元。

公司严格按上述立体养殖改造补贴政策执行，确保政策行之有效。

2、生产模式

（1）自主生产模式

公司进行鸡肉调理品加工主要采取以销定产并辅以适当备货的生产模式，

实行年度生产计划、月度生产计划、每日生产计划相结合。

每年末，公司召集生产部、业务部、供应部、仓储部、财务部等相关管部门负

责人召开年度生产经营讨论会，会议对本年度生产经营情况进行总结，并讨论

下年度公司生产经营计划。

各月末，生产计划部根据营销中心订单交期编制月度预算生产计划。 经审

核后，生产计划员结合月度生产计划动态安排每日生产计划，并下达给生产部

进行生产。

（2）委托加工模式

报告期内，在订单量较多，时间较急的情况下，公司出于现有加工产能限

制，为了保证出货速度，会将部分简单的鸡肉加工业务，如人工鸡肉小部位分

割、切块、切片、串签等业务采用委托加工方式与外协厂商进行合作。

公司对委托加工从外协工厂准入、合同管理、发料、加工过程、产品回收、加

工费定价等方面制订了详细的内控制度，主要管理方式如下：

生产管理部负责根据市场情况拟定外协加工厂名单，收集并整理外协厂相

关资质后，组织计划部人员、品控部人员实地查看外协厂，制定《外协厂评审

单》并组织品控部经理、计划采购部、生产总监、主管副总裁对《外协厂评审

单》进行审核批准，只有审批通过的外协厂，公司才能与其签订委托加工合同。

每年末，生产管理部组织品控部等人员进行年度外协厂评审，对不符合条件的

限期整改或进行淘汰，同时确定是否需要新增外协厂。

公司委派生产管理员、品管员进驻外协加工厂进行现场管理，重点关注和

指导外协加工厂生产组织的合理性、产品质量是否达到公司要求等。

3、销售模式

公司以销售调理品为主，生鲜品在总体满足调理品生产需要的前提下同时

对外出售。 此外，公司也少量销售部分副产品（包括鸡毛、鸡血及不可食用的内

脏）、饲料产品和富余的商品代肉鸡。

公司产品由于高标准、高品质的要求，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产品

远销日本、欧盟、韩国、中东等海外市场，同时在国内也建立了广泛的线上、线下

销售渠道，线下渠道主要包括批发零售渠道、餐饮客户渠道、食品加工渠道、商

超、OEM、ODM等，线上销售渠道包括京东商城和天猫自营，公司产品已经覆

盖家乐福、大润发、家家悦、全家、盒马鲜生、京东商城、天猫商城等线下大型超

市、新零售门店和线上主要网销平台，同时是德克士、泰森食品、嘉吉动物蛋白

等国内外著名餐饮集团和食品企业的长期供应商。公司对线下渠道客户和京东

自营商城均为买断式销售，即将货物交付给客户即完成销售，天猫自营平台由

公司自主运营，直接面向网络客户销售。公司报告期均采用直销模式，无经销销

售。

4、公司及各子公司负责的具体业务环节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出具之日，本次上市体系内公司共6家，其中母公司春雪

食品主要负责肉鸡屠宰、生鲜品及调理品的生产和销售，其余5家子公司的具体

情况如下：

4.1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

春雪养殖主要从事饲料生产和委托养殖肉鸡业务，生产的饲料主要供给委

托养殖的肉鸡，少量对外销售；委托养殖出栏的优质肉鸡供给春雪食品屠宰加

工，少量对外销售。

4.2�烟台太元食品有限公司

太元食品主要负责部分调理品的生产和销售，生产调理品所需的生鲜品原

材料主要从春雪食品采购，产成的调理品自行销售，或通过发行人及其他子公

司对外出售。

4.3烟台春雪商贸有限公司

报告期，烟台商贸主要从事公司鸡肉产品的出口贸易业务，将从春雪食品

和太元食品采购的鸡肉产品对外出售。

4.4青岛春雪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贸易主要从事鸡肉产品的国内贸易业务，将从春雪食品和太元食品采

购的鸡肉产品对外出售。 报告期经营规模较小。

4.5莱阳市春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雪生物成立于2020年4月27日，主要从事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

资源化利用，以及微生物菌肥发酵原料、秸秆碎粒发酵生物降解产品、有机肥、

生物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微生物菌剂的生产、销售。 报告期业务规模较小。

4.6�相关内部交易情况

报告期，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内部交易情况如下：

出售方 购买方

2018年交易金额（万

元）

2019年交易金额（万

元）

2020年交易金额（万

元）

主要交易内容

春雪养殖 春雪食品 81,217.39 94,599.86 85,424.95 商品代肉鸡

春雪食品 太元食品 12,040.08 26,193.07 20,557.12 生鲜品、调理品

太元食品 烟台商贸 10,202.62 28,962.55 29,809.44 调理品

太元食品 春雪食品 1,686.75 2,988.75 1,495.19 调理品

春雪食品 烟台商贸 1,444.29 1,107.64 471.68 生鲜品、调理品

（三）行业竞争情况和发行人市场竞争地位

1、行业竞争情况

除公司外，目前国内从事白羽鸡肉食品加工的代表企业如下：

（1）卜蜂国际有限公司

卜蜂国际有限公司是著名的跨国公司正大集团在香港上市的产业

（0043.HK），其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中国和越南，其在国内投资领域涵盖

食品加工、饲料生产、养殖等领域，在食品加工板块，其业务涵盖禽类、猪肉、水

产等食品加工领域，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型食品集团。 2019年，其中国农牧食品

业务总收入为41.79亿美元，其中食品和养殖业务收入占比24.41%，约10.2亿美

元。

（2）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圣农发展” ） 为中小板上市公司

（002299.SZ），成立于1999年，其在2009年上市时主营业务为肉鸡饲养、肉鸡

屠宰加工和鸡肉销售，其于2017� 年收购福建圣农食品有限公司，实现了鸡肉

食品深加工领域扩张并正逐步扩大销售规模。 2019年， 圣农发展实现总收入

145.58亿元，其中，深加工肉制品收入占比27.10%，约39.45亿元。

（3）山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祥股份” ）成立于2010年12月，于

2020年7月在港交所上市，业务涉及白羽鸡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生鸡肉产品及

深加工鸡肉产品，是我国较大的白羽鸡肉产品出口商。 2019年，凤祥股份实现

业务收入39.26亿元，其中深加工鸡肉制品收入占比36.5%，约14.33亿元。

（4）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其

目前主要业务有种禽繁育、肉鸡养殖、饲料生产、熟食品加工等，是国家大型肉

食鸡专业化一条龙生产企业。

（5）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

大成食品 （亚洲） 有限公司2007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03999.HK），是在中国、越南及马来西亚经营业务的跨国企业集团，主要业务

涉及饲料制造、鸡肉食品加工及水产加工等业务。 2019年，其实现总体业务收

入80.35亿元，其中加工食品业务收入占比25.40%，约20.41亿元。

（6）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仙坛股份” ） 成立于2001年，于

2015年在深交所上市，其业务涉及白羽鸡养殖、屠宰加工等，2019年，仙坛股份

营业总收入为35.33亿元，其中鸡肉产品营业收入32.97亿元。

2、发行人的市场竞争地位

目前，鸡肉食品加工行业的市场化程度高、竞争充分，行业集中程度相对较

低，公司是目前大型白羽鸡鸡肉食品企业中少数以鸡肉调理品生产、销售为主

的企业，致力于成为中国鸡肉调理品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

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团队是国内较早进入鸡肉调理品领域的团队之一。 目

前，公司拥有国际先进的自动化调理品生产线，在鸡肉食品加工，特别是调理品

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产品研发、生产、管理、销售和品牌等综合优势，具有鸡肉深

加工产业链集约化系统管控能力，在行业具有较大影响力。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

网的相关数据测算，2017年-2019年， 公司鸡肉调理品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2.36%、3.51%和4.07%， 在行业集中度较低的白羽鸡鸡肉调理品领域处于市场

前列。

同时公司与京东联手打造的鸡肉品牌“上鲜” 已连续三年位居京东生鲜鸡

肉类销量第一名，公司在线上销售市场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情况

1、固定资产整体情况

公司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专用设备、运输工具、电子设备。 截

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的固定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类别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30,465.77 5,402.48 25,063.29 82.27%

专用设备 25,689.26 9,329.41 16,359.85 63.68%

运输工具 221.49 111.05 110.45 49.86%

电子设备 698.35 506.52 191.83 27.47%

合计 57,074.87 15,349.45 41,725.42 73.11%

2、房屋及建筑物

（1）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房产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房产情

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不动产权证号 坐落 建筑面积（m

2

） 规划用途

他项

权利

1 发行人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6718号

莱阳市富山路382号0012-101（仓库） 1,331.88 工业 无

2 发行人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6717号

莱阳市富山路382号0010-101（一车间） 12,523.75 工业 抵押

3 发行人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6716号

莱阳市富山路382号0006-101（宰杀工厂） 21,081.44 工业 无

4 发行人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6720号

莱阳市富山路382号0004-101（车间） 3,645.57 工业 抵押

5 发行人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6715号

莱阳市富山路382号0011-101（冷库） 3,642.78 工业 抵押

6 发行人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6719号

莱阳市富山路382号0009-101（二车间） 11,096.24 工业 抵押

7 发行人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5230号

黄海二路8号0005-101（铸造车间） 1,760.55 工业 无

8 发行人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5231号

莱阳食品工业园富山路南0001-101（办公

楼）

3,746.97 工业 无

9 发行人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5232号

莱阳食品工业园富山路南0003-101（厂房） 1,679.43 工业 无

10 发行人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5233号

莱阳食品工业园富山路南0004-101（厂

房）

2,477.44 工业 无

11 发行人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5234号

莱阳食品工业园富山路南0002-101（厂房） 4,156.34 工业 无

12 发行人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5235号

黄海二路8号0006-101（液压件车间） 8,654.48 工业 无

13 青岛贸易

鲁（2016）青岛市不动产权第

0109857号

市南区海门路69号2号楼2单元1902户 266.05 居住 无

14 春雪养殖

莱阳市房权证莱字第

00089223号

鹤山路209号0004、0005、0006

4,401.60

成品库、车

间、立筒库

抵押1,278.32

167.33

15. 春雪养殖

莱阳市房权证莱字第

00089224号

鹤山路209号0007、0008、0009

167.33

立筒库、立

筒库、仓库

抵押167.33

1,036.89

16 春雪养殖

莱阳市房权证莱字第

00089222号

富山东路08号0001-102 543.55 综合楼 无

17 春雪养殖

莱阳市房权证莱字第

00089225号

富山东路08号0001-101 669.63 综合楼 无

18 春雪养殖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4295号

金山大街7号0012-101（车间） 1,642.29 工业 无

19 春雪养殖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4293号

金山大街7号0010-101（车间） 3,086.1 工业 无

20 春雪养殖

鲁（2020）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4294号

金山大街7号0011-101（车间） 1,418.04 工业 无

21 春雪养殖

鲁（2021）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1748号

金山大街3号0015-101（钢板仓） 176.71 工业 无

22 春雪养殖

鲁（2021）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1749号

金山大街3号0013-101（钢板仓） 176.71 工业 无

23 春雪养殖

鲁（2021）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1750号

金山大街3号0014-101（钢板仓） 176.71 工业 无

24 太元食品

鲁（2017）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0381号

黄海三路6号0009-101（新建冷库） 2,118.48 工业 抵押

25 太元食品

鲁（2017）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0382号

黄海三路6号0006-101（新建生产车间

（1））

1,503.6 工业 抵押

26 太元食品

鲁（2017）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0383号

黄海三路6号0004-101（机房、配电室） 922.59 其他 抵押

27 太元食品

鲁（2017）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0384号

黄海三路6号0005-101（原有生产车间

（1））

6,440.84 工业 抵押

28 太元食品

鲁（2017）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0385号

黄海三路6号0003-101（仓库） 591.63 仓储 抵押

29 太元食品

鲁（2017）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0386号

黄海三路6号0002-101（宿舍） 1,557.18 其他 抵押

30 太元食品

鲁（2017）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0387号

黄海三路6号0001-101（原有生产车间

（2））

4,164.84 工业 抵押

31 太元食品

鲁（2017）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0388号

黄海三路6号0008-101（新建生产车间

（3））

2,614.89 工业 抵押

32 太元食品

鲁（2017）莱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0389号

黄海三路6号0007-101（办公楼） 1,476.81 办公 抵押

（2）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房产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出具之日，公司相关房产中，应取得房产证但未取得的

相关房产的具体情况及未来如要求搬迁，相关解决措施如下：

序号 权利人 建筑物名称 面积（m2） 占比 所属业务及具体用途 如要求搬迁的解决措施

1 春雪食品 阿訇宿舍 575.40 0.44%

春雪食品生鲜品工厂宰杀

工人住宿

重新单独安排到员工宿舍楼

2 春雪食品 挂鸡班小房 86.10 0.07%

春雪食品生鲜品工厂宰杀

工人休息、办公

对厂区内其他房产室内空间进

行合理布局，腾出空间

3 春雪食品 消防水池小房 243.20 0.19%

春雪食品生鲜品工厂厂区

管理人员办公用房

对厂区内其他房产室内空间进

行合理布局，腾出空间

4 春雪食品 物料小房 600.00 0.46%

春雪食品生鲜品工厂存放

废旧物料

对废旧物料随时进行清理外运

5 春雪食品 物料库 426.30 0.33%

春雪食品生鲜品工厂存放

维修配件及物料

对厂区内其他房产室内空间进

行合理布局，腾出空间

6 春雪食品 新工厂厂内餐厅 882.00 0.68%

春雪食品生鲜品工厂和调

理品工厂工人就餐

搬到宿舍楼餐厅

7 春雪食品 院内洗手间 30.00 0.02%

春雪食品生鲜品工厂和调

理品工厂共用的大厂区室

外洗手间

利用厂区内其他房产的室内洗

手间

8 春雪食品 传达室 9.00 0.01%

春雪食品生鲜品工厂和调

理品工厂共用的大厂区传

达室

更换移动式简易传达室

9 春雪养殖 办公室 432.00 0.33%

春雪养殖饲料工厂员工办

公室

对厂区内其他房产室内空间进

行合理布局，腾出空间

10 春雪养殖 伙房 648.00 0.50%

春雪养殖饲料工厂员工休

息、用餐生活用房

春雪养殖距春雪食品较近，员

工可到春雪食品餐厅就餐

11 春雪养殖 厕所 26.87 0.02%

春雪养殖饲料工厂室外洗

手间

利用厂区内其他房产的室内洗

手间

12 春雪养殖 传达室 24.12 0.02% 春雪养殖饲料工厂传达室 更换移动式简易传达室

13 春雪养殖 锅炉房 469.41 0.36%

春雪养殖饲料工厂备用的

锅炉房，以备蒸汽不足时启

用

目前基本闲置，拆除无影响

14 春雪养殖 玉米抽样室 4.80 0.00%

春雪养殖饲料工厂玉米检

测抽样室

对厂区内其他房产室内空间进

行合理布局，腾出空间

15 太元食品 北传达室 85.07 0.07%

太元食品调理品工厂传达

室

更换移动式简易传达室

16 太元食品 传达室 50.40 0.04%

太元食品调理品工厂传达

室

更换移动式简易传达室

17 太元食品 机修班房 75.64 0.06%

太元食品调理品工厂维修

工人工作用房

对厂区内其他房产室内空间进

行合理布局，腾出空间

18 太元食品 仓库 312.50 0.24%

太元食品调理品工厂存放

生产辅助用工器具

对厂区内其他房产室内空间进

行合理布局，腾出空间

19 太元食品 锅炉房 256.00 0.20%

原太元食品调理品工厂备

用锅炉房，目前主要存放非

生产物料

对厂区内其他房产室内空间进

行合理布局，腾出空间

合计 5,236.81 4.04% -

综上，截至本招股意向书出具之日，公司相关房产中，应取得房产证但未取

得的相关房产主要包括相关工厂工人和管理人员休息、办公用房；存放废旧物

料、维修配件、少量辅助用工器具的非生产用房，相关房产主要是用于办公和储

存便于移动的物料和工器具，不是关键生产设备的使用房，不能直接或单独产

生经济效益，且面积占比较小，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具有重大影响。

莱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莱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出具 《证明》，自

2017年1月1日至今，公司及其相关子公司不存在违反国家建设工程、建设规划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违反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

规和规章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实际控制人亦已出具承诺，若公司因此

受到任何处罚或产生任何损失，将予以全额补偿。

（3）公司对外租赁的房产及构筑物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租赁的房产及构筑物情况如下：

出租人 承租人 租赁资产 面积（平方米） 租赁到期日

春雪养殖 烟台质德惠丰源饲料有限公司

车间 5,679.92

2022年2月28日

立筒仓 167.33

立筒仓 334.66

办公室 216

卸粮棚 217.06

3、主要设备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的主要设备情况如下：

序号 资产名称 所属单位

原值

（万元）

净值

（万元）

成新率

1 600-75-86螺旋烧烤机 春雪食品 717.94 542.69 75.59%

2 成型机maxiformer600 春雪食品 398.31 364.15 91.42%

3 发酵罐设备 春雪养殖 320.80 293.29 91.42%

4 螺旋蒸烤机 太元食品 546.65 279.78 51.18%

5 Formax成型机 太元食品 313.07 242.85 77.57%

6 滚揉机 春雪食品 320.44 242.22 75.59%

7 单冻机 春雪食品 312.68 236.36 75.59%

8 流化床速冻机 太元食品 263.60 234.02 88.78%

9 大胸剔骨系统 春雪食品 234.03 226.31 96.70%

10 大胸剔骨系统 春雪食品 232.62 206.53 88.78%

11 油导热式双面煎烤机 太元食品 231.21 205.26 88.78%

12 8000/1050导热油加热式油炸机 春雪食品 260.76 197.11 75.59%

13 饲料机组 春雪养殖 376.00 194.37 51.69%

14 7000/1050导热油加热式油炸机 春雪食品 214.02 161.78 75.59%

15 5000/1051导热油加热式油炸机 春雪食品 211.25 159.69 75.59%

16 上腿剔骨系统 春雪食品 163.12 157.73 96.70%

17 FORMAX成型机 太元食品 287.83 147.31 51.18%

18 红水机组 春雪食品 158.53 145.98 92.08%

19 上腿剔骨系统 春雪食品 162.37 144.16 88.78%

20 发酵槽设备 春雪养殖 154.00 140.79 91.42%

21 GEA真空斩拌机 太元食品 141.15 139.29 98.68%

22 导热油油炸机GEA 太元食品 161.10 126.03 78.23%

23 掏膛机 春雪食品 429.76 125.93 29.30%

24 智能转运系统 春雪食品 125.66 123.18 98.02%

25 导热油油炸机7米 太元食品 235.24 120.40 51.18%

26 肉鸡宰杀生产线 春雪食品 367.59 117.41 31.94%

27 欧柏林油过滤机（大） 春雪食品 153.74 116.21 75.59%

28 隧道蒸烤机 春雪食品 126.37 115.53 91.42%

29 集约型自动分割线 春雪食品 115.05 111.25 96.70%

30 导热油油炸机6米 太元食品 212.78 108.90 51.18%

31 切割机 春雪食品 162.39 108.83 67.01%

32 螺杆制冷压缩机组LG25M16MY 春雪食品 141.72 107.12 75.59%

33 蒸发式冷凝器ATC-816E 春雪食品 141.03 106.60 75.59%

34 冷库导轨货架2套 春雪食品 138.46 105.58 76.25%

35 欧柏林油过滤机（小） 春雪食品 137.57 103.99 75.59%

36 液氮搅拌机 春雪食品 135.56 103.36 76.25%

37 集约型自动分割线 春雪食品 114.35 101.53 88.78%

4、房屋租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租赁的房屋情况如下：

序号 房屋产权证号 地址 承租面积（m2） 出租人 承租人 租期 租金

1

莱阳市房权证莱字第

00060945号

莱阳市富山路

382号

3,032

山东

春雪

春雪食品

2019-5-1至

2022-4-30

4.08万元/月

2

莱阳市房权证莱字第

00060945号

莱阳市富山路

382号

12,106.34

山东

春雪

春雪食品

2020-3-1至

2023-2-28

8.84万元/月

3 -

莱阳市富山路

382号

1,008

山东

春雪

春雪食品

2021-2-1至

2024-1-31

0.85万元/月

上述第3项租赁房产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 该租赁房屋主要用途为员工

宿舍，非公司的主营业务生产经营用房，且该等租赁房屋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

即使搬迁、更换相关房屋，公司亦能在短期内找到合适的房屋继续使用，对生产

经营不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主要无形资产的情况

公司的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和软件，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的

无形资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无形资产类别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 账面价值 成新率

土地使用权 3,894.96 533.66 3,361.31 86.30%

软件 57.08 8.86 48.22 84.47%

合计 3,952.05 542.52 3,409.53 86.27%

1、土地使用权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座落

使用权面积

（m2）

土地使用权证号/不动

产权证号

地类

（用途）

终止日期 他项权利

1 发行人

莱阳市富山路382号

0012-101（仓库）、

0006-101（宰杀工厂）

45,722.00

鲁（2020）莱阳市不动

产权第0006718、

0006716号

工业 2060-10-11 无

2 发行人

黄海二路8号

0005-101（铸造车

间）、0006-101（液压

件车间）

25,532

鲁（2020）莱阳市不动

产权第0015230、

0015235号

工业 2058-8-22 无

3 发行人

莱阳食品工业园富山路

南0001-101（办公

楼）、0003-101（厂

房）、0004-101（厂

房）、0002-101（厂房）

29,872

鲁（2020）莱阳市不动

产权第0015231、

0015232、0015233、

0015234号

工业 2058-8-22 无

4 发行人

莱阳市富山路382号

0004-101（车间）、

0010-101（一车间）、

0009-101（二车间）、

0011-101（冷库）

37,209.00

鲁（2020）莱阳市不动

产权第0006720、

0006717、0006719、

0006715号

工业 2060-10-11 抵押

5 春雪养殖 鹤山路209号 27,966.00 莱国用（2015）第206号 工业 2060-8-19 抵押

6 春雪养殖

富山东路08号（富山路

北、七里地村东）

217.00 莱国用（2015）第207号 工业 2056-8-20 无

7 春雪养殖

富山东路08号（富山路

北、七里地村东）

176.00 莱国用（2015）第205号 工业 2056-8-20 无

8 春雪养殖

金山大街7号

0012-101（车间）、

0010-101（车间）、

0011-101（车间）、金山

大街3号0015-101（钢

板仓）、金山大街3号

0013-101（钢板仓）、金

山大街3号

0014-101（钢板仓）

9,800.00

鲁（2020）莱阳市不动

产权第0004295、

0004293、0004294号及

鲁（2021）莱阳市不动

产权第0001748、

0001749、0001750号

工业 2060-8-19 无

9 青岛贸易

市南区海门路69号2号

楼2单元1902户

3,088.8

鲁（2016）青岛市不动

产权第0109857号

住宅 2072-12-02 无

10 太元食品

黄海三路6号

0009-101（新建冷

库）、0006-101（新建

生产车间（1））、

0004-101（机房、配电

室）、0005-101（原有

生产车间（1））、

0003-101（仓库）、

0002-101（宿舍）、

0001-101（原有生产车

间（2））、

0008-101（新建生产车

间（3））、0007-101（办

公楼）

41,449.00

鲁（2017）莱阳市不动

产权第0010381、

0010382、0010383、

0010384、0010385、

0010386、0010387、

0010388、0010389号

工业 2063-11-17 抵押

2、专利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拥有的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日

1 发行人 ZL201620981248.5 一种防冷凝水电烤机 实用新型 2016-8-30

2 发行人 ZL201620885753.X 一种防滑滚揉机 实用新型 2016-8-16

3 发行人 ZL201620981257.4 一种钢丝网输送带烤架 实用新型 2016-8-30

4 发行人 ZL201620982743.8 一种可调节烧烤装置 实用新型 2016-8-30

5 发行人 ZL201620784332.8 一种用于油炸鸡肉上粉的下料漏斗 实用新型 2016-7-25

6 发行人 ZL201620894435.X 一种腌制机出料口 实用新型 2016-8-18

7 发行人 ZL201620869900.4 一种油炸机滤纸复卷架 实用新型 2016-8-12

8 发行人 ZL201620874743.6 一种自动上料机 实用新型 2016-8-15

9 发行人 ZL201620937014.0 一种移动式上料机 实用新型 2016-8-25

10 发行人 ZL201720374421.X 一种腌制产品搅拌工器具 实用新型 2017-4-11

11 发行人 ZL201621086114.3 一种传送带出口分料装置 实用新型 2016-9-28

12 发行人 ZL201620896427.9 一种食品加工车间冷风口防护装置 实用新型 2016-8-18

13 发行人 ZL201620919896.8 一种防止原料落地和飞溅的装置 实用新型 2016-8-23

14 发行人 ZL201620858338.5 一种快速沥水器 实用新型 2016-8-10

15 发行人 ZL201620920162.1 一种锅炉温度控制系统 实用新型 2016-8-23

16 发行人 ZL201620920164.0 一种可拆卸搅拌器 实用新型 2016-8-23

17 发行人 ZL201620937762.9 一种进出厂区车辆消毒装置 实用新型 2016-8-25

18 发行人 ZL201620865761.8 一种骨肉分离机上料装置 实用新型 2016-8-11

19 发行人 ZL201620858370.3 一种鸡架加工生产线 实用新型 2016-8-10

20 发行人 ZL201620858386.4 一种禽内脏清洗装置 实用新型 2016-8-10

21 发行人 ZL201821833174.6 一种小型胃连肚自动分割设备 实用新型 2018-11-8

22 发行人 ZL201620885353.9 一种自动吸肺机残渣收集和排放装置 实用新型 2016-8-16

23 发行人 ZL201620788071.7 一种单冻机出料分散装置 实用新型 2016-7-26

24 发行人 ZL201620787960.1 一种在流水线上实现物料转向的装置 实用新型 2016-7-26

25 发行人 ZL201620860288.4 一种鸡肛存放运输分装车 实用新型 2016-8-10

26 发行人 ZL201620854871.4 一种小型实用切肛机 实用新型 2016-8-9

27 发行人 ZL201620837252.4 一种预防鸡飞出的传送带 实用新型 2016-8-4

28 发行人 ZL201621086374.0 一种自动化禽体去头装置 实用新型 2016-9-28

29 发行人 ZL201620865717.7 一种托架装置 实用新型 2016-8-11

30 发行人 ZL201620872157.8 一种盛放运输车 实用新型 2018-8-12

31 发行人 ZL201821833175.0 一种平板传送机清洗装置 实用新型 2018-11-8

32 发行人 ZL201821833331.3 一种预冷池水回收装置 实用新型 2018-11-8

33 发行人 ZL201821835040.8 一种提升高度可调的斗车提升机 实用新型 2018-11-8

34 发行人 ZL201821835061.X 一种砍排机 实用新型 2018-11-8

35 发行人 ZL201720374859.8 一种禽类骨架加工机推料上料装置 实用新型 2017-4-11

36 发行人 ZL201620981247.0 一种防视线死角的检品案子 实用新型 2016-8-30

37 发行人 ZL201630041442.0 包装盒（奥尔良鸡翅） 外观设计 2016-2-4

38 发行人 ZL201630041441.6 包装盒（劲爆鸡米花） 外观设计 2016-2-4

39 发行人 ZL201630041444.X 包装盒（油炸琵琶腿） 外观设计 2016-2-4

40 发行人 ZL201630041443.5 包装盒（台湾风味大鸡排） 外观设计 2016-2-4

41 发行人 ZL202030219597.5 包装袋（东京风味爆汁鸡米花） 外观设计 2020-5-14

42 发行人 ZL202030219862.X 包装袋（爆汁鸡米花） 外观设计 2020-5-14

43 发行人 ZL201620981259.3 一种包装袋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2016-8-30

44 发行人 ZL201620858360.X 一种给袋式全自动包装机的出料口装置 实用新型 2016-8-10

45 发行人 ZL201620981271.4 一种纸箱喷码生产线 实用新型 2016-8-30

46 发行人 ZL201620783828.3 一种种蛋运输车 实用新型 2016-7-25

47 发行人 ZL201620783876.2 孵化器冷却水重复利用系统 实用新型 2016-7-25

48 发行人 ZL201620788020.4 一种开蛋器 实用新型 2016-7-26

49 发行人 ZL201620784333.2 一种运蛋车用运蛋轨道 实用新型 2016-7-25

50 发行人 ZL201620783829.8 一种孵化加湿加药器 实用新型 2016-7-25

51 发行人 ZL201620783877.7 一种种蛋熏蒸室用加热器 实用新型 2016-7-25

52 发行人 ZL201620920163.6 一种小型加热器装置 实用新型 2016-8-23

53 发行人 ZL201210534551.7 一种食疗养生鸡精颗粒调味料 发明 2012-12-12

3、商标

（1）境内商标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已取得境内注册商标26项，具体如下：

（2）境外商标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已取得境外注册商标2项，具体如下：

4、土地租赁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租赁集体土地两处，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地址 承租面积（亩） 租期 用途 已办理的土地备案及批准手续

1 春雪生物

西曲坊村村后莱高路以

东、西曲平塘以北；东至

地小沟， 西至莱高路边

沟东岸， 北至小路南边

沟，南至平塘北岸路北

30.82

2020-7-1至

2038-9-14

禽畜粪污资

源化利用

1.�莱阳市高格庄镇西曲坊村党支部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决议；

2.�莱阳市高格庄镇西曲坊村村民代表会

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的决议；

3.�莱阳市高格庄镇政府确认文件；

4.�莱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设施

农用地备案证明及备案变更证明；

5.�莱阳市农业局出具的《关于莱阳春雪

养殖有限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的备案情况

说明》。

2 春雪养殖

莱阳市穴坊镇南宋格庄

村（土地东至公路，南

至道路，西至大块，北至

道路）

约120

2020-7-1至

2049-6-30

养殖业务

1.�南宋格庄村两委关于租赁事宜出具的

意见为“同意” 的村集体重大事项申请

审批单；

2.�南宋格庄村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

上成员同意的决议；

3.莱阳市穴坊镇政府确认文件；

4.莱阳市穴坊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设施用

地备案证明。

（三）特许经营权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无特许经营权。

（四）其他经营许可情况

序号 持有主体 证书名称 编号 有效期

1 春雪食品 《食品经营许可证》 JY13706820033701 2023年8月1日

2 春雪食品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鲁莱）动防合字第2109003J号 -

3 春雪食品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4589883 -

4 春雪食品 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回执

海关编码：3724960054

检验检疫备案号：3703606482

长期

5 春雪食品第二加工厂 《食品生产许可证》 SC10437068200468 2026年4月15日

6 春雪食品调理食品厂 《食品生产许可证》 SC11137068201296 2022年6月14日

7 春雪养殖 《饲料生产许可证》 鲁饲证（2021）06055 2026年1月26日

8 太元食品 《食品生产许可证》 SC11137068200726 2021年8月14日

9 太元食品 《食品经营许可证》 JY13706820007123 2022年3月8日

10 太元食品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2425932 -

11 太元食品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724964297 长期

12 太元食品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 16010615424600000521 -

13 青岛贸易 《食品经营许可证》 JY13702020066658 2022年11月12日

14 烟台商贸 《食品经营许可证》 JY13706820032932 2023年7月9日

15 烟台商贸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2431257 -

16 烟台商贸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 16080308444900000026 -

17 烟台商贸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72496005A 长期

18 春雪食品 《印刷经营许可证》 （鲁）印证字第37F06B025号 2025年12月31日

19 春雪有限 《取水许可证》 取水（鲁烟莱阳）字[2020]第020号 2025年5月27日

20 春雪养殖 《粮食收购许可证》 鲁1270005·0 2023年3月1日

21 春雪食品调理食品厂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 3700/18168 长期

22 春雪食品第二加工厂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 3700/03446 长期

23 太元食品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 3700/03264 2023年7月26日

24 春雪食品第二加工厂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鲁莱）动防合字第2109002J号 -

25 春雪生物 《山东省肥料正式登记证》 鲁农肥（2020）准字8230号 2025年8月

26 春雪生物 《山东省肥料正式登记证》 鲁农肥（2020）准字8231号 2025年8月

27 春雪生物 《山东省肥料正式登记证》 鲁农肥（2020）准字8232号 2025年8月

28 春雪生物 《山东省肥料正式登记证》 鲁农肥（2020）准字8233号 2025年8月

29 春雪食品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鲁XK16-204-01140 2024年7月16日

30 春雪养殖 《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许可证》 （鲁）农基安加字（2020）第224号 2023年10月

公司及其子公司取得的与环保相关的资质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四、发行

人的主营业务” 之“（六）公司的环境保护情况” 之“3、公司及其子公司持有的

排污许可证等环保资质情况” 。

六、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一）报告期内同业竞争情况的解决

1、同业竞争问题的解决方式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曾存在从事白羽鸡鸡

肉食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以及相关业务经营的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经通过停止业务并变更经营范围、出让相关业

务资产的方式解决了同业竞争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关系 关联方

构成或可能构成同

业竞争的情形

当前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全资子公

司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

限公司

之前的主营业务为

鸡肉调理品的生产

和销售

2018年3月太华食品停止生产，2019年10月停止销售。 2020年

6月，太华食品已经拆除完毕，并将经营范围改为水果收购、存

储加工销售。 太华食品已于2021年3月11日收到莱阳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发行人控股股东 山东春雪

山东春雪拥有三个

商品鸡养殖场。

位于羊郡镇西埠前村两个商品鸡养殖场分别自2016年11月、

2017年6月起已不再经营使用，且建筑物设备已老旧不具备使

用功能，相关建筑物待拆迁或被拆迁；另一个位于大夼镇宋村

商品鸡养殖场目前闲置， 发行人控股股东已出具书面承诺，其

不再利用该养殖场从事商品鸡养殖业务，目前已与买方达成交

易意向，将尽快对外转让处置该商品鸡养殖场。

山东春雪拥有一个

饲料厂

山东春雪已与烟台金美邦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美

邦” ）签订了《资产租赁协议》，约定将厂房、机器设备、土地使

用权租赁给金美邦使用，租赁期间为2018年12月29日-2028年

12月29日。 金美邦租赁饲料厂主要用于猪饲料的生产。

发行人控股股东已出具书面承诺，其将尽快转让处置该饲

料厂。

发行人控股股东原全资子

公司

烟台益春种禽有限公

司

主营业务为种鸡饲

养、 饲料生产及雏

鸡孵化销售

发行人控股股东已于2019年12月31日将其持有的烟台益春种

禽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相关业务资产出让后，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存在从事白羽鸡鸡肉食品的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情形，与发行人之间不

存在同业竞争。

2、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况

除控制本公司外，郑维新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1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水果的收购、储藏加工和销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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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五龙鹅原种繁育推广销售；鹅蛋、

鹅苗销售；调味品的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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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

莱阳市五龙鹅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五龙鹅原种繁育推广销售；鹅蛋、鹅苗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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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山东中科春雪食品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鸡精、菇精调味料的生产、销售；（鸡、猪、牛）肉丁酱、复合调味酱、鸡粉调味料、复合调味粉、鸡汁调

味料、复合调味汁、酱卤肉制品、食用动物油脂的生产、销售；禽肉、农副产品的技术研发；预包装食品

（含冷藏冷冻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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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

公司

水果的收购、储藏加工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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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莱阳华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以自有资金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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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实际业务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郑维新先生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如下：

（1）本人将尽职、勤勉地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不利用在股份公司

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地位或身份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债权

人的正当权益。

（2）本人及本人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及所控制（全资或控

股）的公司/企业及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

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投资控制于业务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

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3）本人、本人所控制的公司/企业不会向其他业务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

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

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4）如果股份公司进一步开拓其产品和业务，本人、本人所控制的公司/企

业将不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产品和业务相竞争；若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产品和

业务相竞争，本人所控制的公司/企业将以下列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①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产品和业务；

②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股份公司或其子公司经营；

③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转让该业务。

2、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控股股东山东春雪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如下：

（1）本公司、本公司所控制（全资或控股）的公司/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

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相似或在任何方

面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控制于业务与股份公司及

其子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2）本公司、本公司所控制的公司/企业不会向其他业务与股份公司及其

子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个人

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3）如果股份公司进一步开拓其产品和业务，本公司、本公司所控制的公

司/企业将不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产品和业务相竞争； 若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

产品和业务相竞争，本公司所控制的公司/企业将以下列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①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产品和业务；

②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股份公司或其子公司经营；

③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转让该业务。

（三）经常性关联交易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采购雏鸡、毛鸡 - - 717.37 0.44% 4,370.03 3.25%

采购辅料 - - 0.72 0.0004% - -

烟台益春种禽有限公司

采购辅料 0.31 0.0002% 7.03 0.004% - -

采购雏鸡 - - 1,455.67 0.88% - -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采购生鲜品、调理品 - - 272.53 0.17% 3,461.18 2.57%

采购辅料、包装等 - - 263.83 0.16% 452.56 0.34%

加工费 - - - - 18.85 0.01%

山东中科春雪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采购调理品 22.31 0.0140% 6.64 0.00% 0.08 0.00%

采购辅料 354.65 0.2224% 259.28 0.16% 132.36 0.10%

莱阳禾嘉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采购饲料 - - 6.01 0.004% 2.04 0.002%

姜秋梅 维修费 - - 4.88 0.003% 4.14 0.003%

莱阳市金土地面粉有限公司 采购饲料原料 - - - - 11.94 0.01%

吕高飞 采购饲料原料 0.78 0.0005% - - - -

李云霞 采购毛鸡 8.77 0.01% 26.57 0.02% 13.70 0.01%

合计 386.82 0.24% 3,020.54 1.84% 8,466.89 6.29%

注：占比为采购金额占营业成本比例。

（1）主要采购关联交易内容及必要性

①向山东春雪采购雏鸡、毛鸡

原山东春雪主营业务包括种鸡饲养、 肉雏鸡孵化销售，2018年-2019年公

司向山东春雪采购一部分雏鸡。 此外，春雪食品也向山东春雪采购少量淘汰的

父母代种鸡用于宰杀。

2018年开始为增强发行人业务独立性， 逐年减少了对山东春雪采购的雏

鸡数量；但为保持业务的稳定性，实现平稳过渡，报告期内公司仍有部分雏鸡向

山东春雪采购。

②向益春种禽采购雏鸡

烟台益春种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4月，主营种鸡饲养、饲料生产及雏

鸡孵化销售。 益春种禽于2019年3月向山东春雪购买了种鸡饲养、雏鸡孵化销

售等业务，发行人向山东春雪的雏鸡采购计划转移至益春种禽实施，导致报告

期内存在与益春种禽的关联交易。

③向太华食品采购辅料、包装

报告期内，太华食品、太元食品、春雪食品均对外采购辅料，在春雪食品、太

元食品辅料不足时，向太华食品以原价采购辅料。此外，太元食品委托太华食品

加工时，由于使用的辅料种类基本一致，为简化原料运输、物料交接等环节，太

华食品一般使用自有的辅料， 结算时将生产使用的辅料视为销售给太元食品，

导致报告期内存在向太华食品采购辅料等关联交易。

④向太华食品采购生鲜品、调理品

原太华食品主营鸡肉调理品的生产销售，生鲜切块鸡肉全部向春雪食品采

购。 春雪食品将切块鸡肉销售给太华食品，太华食品生产时将切块鸡肉根据工

艺进一步切割产生一些碎肉、鸡皮等。为了减少生产原料浪费，提高生产原料使

用率，春雪食品将太华食品挑选出的碎肉、鸡皮等回收后制作为其他产品，因此

报告期内存在春雪食品向太华食品采购生鲜品的关联交易。

由于某些类别调理品仅在太华食品有生产销售，春雪食品、太元食品等为

促进交易、方便客户，根据客户需求向太华食品采购生产的调理品。

⑤委托太华食品加工

太元食品从事鸡肉调理品生产销售，业务与太华食品类似。 在产能满足不

了客户需求时，会将一部分生产委托给太华食品加工，支付相应的加工费。

⑥向中科春雪采购辅料

中科春雪的主要业务为鸡精等调味料的生产、销售，其工厂与春雪食品和

太元食品工厂距离较近，向中科春雪采购调味料具备运输成本优势，故报告期

内春雪食品、太元食品生产鸡肉产品所需鸡米花粉、调味料等辅料向中科春雪

采购。

⑦向莱阳禾嘉采购饲料添加剂

莱阳禾嘉的主要业务为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和销售。2018-2019年春雪养殖

生产所需的部分饲料添加剂向莱阳禾嘉采购，主要是因为莱阳禾嘉生产工厂距

离春雪养殖比较近，运输成本较低。

（2）采购关联交易计价方法及公允性

（上接A19版）

（下转A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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