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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宁国惠宴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年3月19日

注册资本 836.00万元 实收资本 836.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沥园区东城大道与振宁路交叉口

主营业务 坚果生产与销售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安徽云燕 50.96%

陈川 49.04%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已经立信会计师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218.34

净资产 232.49

2021年度

净利润 -599.32

（3）连云港香万家

公司名称 连云港市香万家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年3月5日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200.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连云港市灌云县经济开发区幸福大道西侧、产业大道南侧

主营业务 花生米生产与销售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连云港紫川 55.00%

许强 45.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已经立信会计师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385.04

净资产 -1,293.95

2021年度

净利润 -1,182.30

（4）上海澜味

公司名称 上海澜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7月14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80.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上海市闵行区光华路598号1幢1017室

主营业务 子品牌运营平台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紫燕食品 80.00%

张猛 20.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已经立信会计师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30.50

净资产 149.31

2021年度

净利润 -30.69

（5）四川蜀趣

公司名称 四川蜀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7月20日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776.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8号9栋2层1号

主营业务 真空、气调等预包装产品及调理品销售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紫燕食品 81.00%

黄生智 5.00%

周栩烨 14.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已经立信会计师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738.25

净资产 638.02

2021年度

净利润 -137.98

（6）成都蜀趣

公司名称 成都蜀趣食品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10月18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0.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安靖街道阳光1000号35栋附23号、附24号、附25号

主营业务 真空、气调等预包装产品及调理品销售（暂未开展经营）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四川蜀趣 100.00%

合计 100.00%

注：截至2021年12月31日，成都蜀趣成立时间较短，2021年度无经营数据。

（7）江苏珍味港

公司名称 江苏珍味港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11月9日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0.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连云港市灌云县经济开发区产业大道9号

主营业务 速冻菜肴的生产与销售（暂未开展经营）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紫燕食品 58.00%

方宏 42.00%

合计 100.00%

注：截至2021年12月31日，江苏珍味港成立时间较短，2021年度无经营数据。

（8）重庆蜀趣

公司名称 重庆蜀趣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12月27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95.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重庆高新区石板镇白彭路999号中国西部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B区七街410号

主营业务 真空、气调等预包装产品及调理品销售（暂未开展经营）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四川蜀趣 95.00%

郭入嘉 5.00%

合计 100.00%

注：截至2021年12月31日，重庆蜀趣成立时间较短，2021年度无经营数据。

（9）冯四女上

公司名称 冯四女上供应链管理重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2年3月24日

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 实收资本 765.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统升路8号（自主承诺）

主营业务 跷脚牛肉等产品的销售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紫燕食品 51.00%

王雪霞 49.00%

合计 100.00%

注：冯四女上成立时间较短，2021年度无经营数据。

（10）乐山冯四女

公司名称 乐山冯四女上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2年4月27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乐山市市中区嘉兴路279号1幢3单元2楼1号

主营业务 跷脚牛肉等产品的直营店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冯四女上 100.00%

合计 100.00%

注：乐山冯四女成立时间较短，2021年度无经营数据。

（二）参股公司情况

截至2022年8月2日，发行人共有7家参股公司，该等参股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上海燕汇

公司名称 上海燕汇启新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年12月14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400.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上海市闵行区光华路598号2幢3、4层

主营业务 房产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陶霞明 50.00%

紫燕食品 30.00%

张浩 20.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196.01

净资产 18.34

2021年度

净利润 -231.66

（2）苏州燕然

公司名称 苏州燕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4年12月20日

注册资本 230.00万元 实收资本 82.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尖浦路39号

主营业务 厂房租赁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紫燕食品 26.00%

沈惠元 25.00%

沈惠娟 25.00%

戈吴蝶 24.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856.50

净资产 543.81

2021年度

净利润 -0.44

注：苏州燕然原名为苏州紫燕，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0年7月，公司将其持有的苏州

紫燕74%股权转让给沈惠元、沈惠娟和戈吴蝶。

（3）宁国思玛特

公司名称 宁国思玛特禽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年2月27日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4,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汪溪街道殷白村第二村民组

主营业务 种鸡育种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思玛特（北京）食品有限公司 60.00%

安徽顺安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0%

紫燕食品 20.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402.83

净资产 3,334.21

2021年度

净利润 -249.22

（4）安徽渝通

公司名称 安徽渝通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5月26日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2,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沥园区东城大道与振宁路交叉口

主营业务 环保塑料生产与销售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季佩佩 35.00%

重庆江通环保塑业有限公司 35.00%

安徽云燕 30.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675.18

净资产 1,674.88

2021年度

净利润 -0.12

（5）江苏荣燊

公司名称 江苏荣燊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7月12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连云港市灌云县经济开发区产业大道9号

主营业务 生肉制品加工、销售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侯辉 80.00%

连云港紫川 20.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00.15

净资产 500.15

2021年度

净利润 0.15

（6）上海多味

公司名称 上海紫燕多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8月27日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实收资本 0.00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上海市闵行区春中路28弄6号44幢

主营业务 食品新产品研发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四川多味 55.00%

紫燕食品 45.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72.55

净资产 471.35

2021年度

净利润 -3.65

注：截至2022年8月2日，上海多味已完成清算，正在办理注销事宜。

（7）四川多味

公司名称 四川多味研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1月18日

注册资本 1,684.21万元 实收资本 593.22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经

营地

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218号2栋3层

主营业务 食品新产品研发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四川川娃子食品有限公司 47.48%

四川味乐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45.62%

紫燕食品 4.90%

成都六汇鑫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221.97

净资产 788.13

2021年度

净利润 -41.87

（三）分公司情况

截至2022年8月2日，发行人共有8家分公司，该等分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 主营业务

1

紫燕食品第一分

公司

2000.10.30 上海市黄浦区广西北路427号 直营门店

2

紫燕食品虬长路

分店

2010.06.01 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虬长路299号-1 直营门店

3

紫燕食品香樟路

店

2011.12.13 上海市普陀区香樟路335号289铺位 直营门店

4

紫燕食品都市路

三店

2012.04.09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5001号地下一层11号商铺 直营门店

5

紫燕食品友谊路

店

2013.08.29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63号 直营门店

6

紫燕食品泽悦路

店

2015.12.04 上海市松江区泽悦路374号一层-1 直营门店

7

紫燕食品芷江中

路店

2020.09.01 上海市静安区芷江中路430号底层 直营门店

8

紫燕食品友谊支

路店

2021.04.12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支路265号-275号市场内C-10 直营门店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4,20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将由实际发行股数和根据询价结果确定的发行价格确定。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将投入到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元）

1 宁国食品生产基地二期 24,940.00 200,000,000.00

2 荣昌食品生产基地二期 17,148.00 120,000,000.00

3 仓储基地建设项目 12,609.00 80,223,207.57

4 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8,780.00 40,000,000.00

5 信息中心建设项目 4,498.00 44,980,000.00

6 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 12,000.00 80,000,000.00

合计 79,975.00 565,203,207.57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募集资金

到位后，由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继续投资于上述项目的剩余

部分。

若本次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能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求，缺口部

分由公司以自筹方式解决。

一、宁国食品生产基地二期

本项目计划扩大安徽宁国生产基地的生产规模，战略性扩大产能以支撑公司市场区域

开拓需求，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新增产能11,000吨。 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安徽云燕。

项目总投资为24,940.00万元，其中包括工程建设费用22,166.00万元，基本预备费

1,109.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665.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1 工程建设费用 22,166.00 88.88%

1.1 建安工程 13,789.00 55.29%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8,377.00 33.59%

2 基本预备费 1,109.00 4.45%

3 铺底流动资金 1,665.00 6.68%

项目总投资 24,940.00 100.00%

二、荣昌食品生产基地二期

本项目计划扩大重庆荣昌生产基地的生产规模，战略性扩大产能以支撑公司市场区域

开拓需求，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新增产能8,000吨。 项目实施主体是重庆紫川。

项目总投资为17,148.00万元， 其中包括工程建设费用15,373.00万元， 基本预备费

768.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007.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1 工程建设费用 15,373.00 89.65%

1.1 建安工程 10,386.00 60.57%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4,987.00 29.08%

2 基本预备费 768.00 4.48%

3 铺底流动资金 1,007.00 5.87%

项目总投资 17,148.00 100.00%

三、仓储基地建设项目

本项目由安徽云燕投资建设，项目拟投资12,609.00万元，建设期2年。 本项目将建成一

座大型原材料仓储基地，以应对市场的不断变化，保障原材料的安全、稳定供应。

本项目总投资为12,609.00万元，其中包括工程建设费用11,895.00万元，基本预备费

595.00万元，实施费用119.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1 工程建设费用 11,895.00 94.34%

1.1 建安工程 8,550.00 67.81%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3,345.00 26.53%

2 基本预备费 595.00 4.72%

3 实施费用 119.00 0.94%

项目总投资 12,609.00 100.00%

四、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本项目由安徽云燕实施，项目拟投资8,780.00万元，建设期2年。 该项目建设内容包含

三项：一是基于公司的实际生产需要建设专业的设备研发设计中心，重点开展设备智能化、

自动化升级改造，生产线设计与改进，以及工艺定制、设备定制等方向的技术研发；二是建

设产品研发中试中心，围绕产品、配方、原料等方面开展创新研究，丰富公司的产品品类，提

升营养、风味；三是建设包含CMA/CNAS标准化验室、食材检测室、生产环境检测室以及实

验培训基地的专业检测中心，将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水平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并为科技

合作、人才培养创造有利条件。

本项目总投资为8,780.00万元， 其中包括工程建设费用7,774.00万元， 基本预备费

388.00万元，实施费用618.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1 工程建设费用 7,774.00 88.54%

1.1 建安工程 5,760.00 65.60%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2,014.00 22.94%

2 基本预备费 388.00 4.42%

3 实施费用 618.00 7.04%

项目总投资 8,780.00 100.00%

五、信息中心建设项目

本项目由安徽云燕投资建设，拟投资4,498.00万元，建设期2年。 项目拟购置服务器、

UPS电源、入侵检测系统等硬件，升级基础设施和基础架构，建设满足公司未来3-5年业务

需求的数据机房；同时，公司将购置MES、PLM、CRM、SRM、TMS等业务执行系统，搭建一

个安全、高效、基本覆盖公司全业务流程的协同管理平台，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创造较为有利

的办公、管理条件。

本次信息化建设将以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为依托，结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对信息化建设的需求，在原有信息化建设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 本项目拟完成的建设

内容如下：

序号 模块名称 子模块 需重点突破的技术

智能分拣系统

基于智能物联网设备和工业级无线网络，改造配送窗口与工作方式，

将中台配送订单数据对接到智能分拣系统，实现订单自动驱动分拣、

装车、配送业务，降低人工投入，提高拣货效率和精准度；同时通过智

能温控系统保障供应链食品安全

自动称重投料系

统

引入条形码自动识别技术，研发四维监控系统，监控配投的料型、重

量、工序、时限，依托采集器、称重设备、看板，使散料混合生产更自动

化、智能化

1

智能制造管

理平台

生产报工系统

结合5G网络与智能PDA的应用，实现车间生产数据的实时、快速采

集，降低数据中转的错误率；实现报工业务数据的移动实时采集，并

实时传输回ERP系统

生产配送预测系

统

基于历史门店销售数据、工厂配送数据以及天气、节假日等因素，进

行门店要货预测和工厂生产、配送预测，从而指导生产计划安排、原

材料采购并降低库存

2

智能物流管

理系统

物流运力规划系

统

以车辆主数据的核定装载容量、装载重量信息为标准，与拟装载货物

的体积和重量进行自动比对，并以图形显示出装载率，使得物流人员

对车辆装载率信息一目了然；同时系统会根据设定的参数文件，对符

合条件的货运单元自动安排合理装载量

智能配送路线系

统

基于运送位置信息， 结合高德地图的路线规划能力和地图获取的各

种城市路况信息，通过开发接口，规划出车辆最佳行驶路线，改善运

输效率和节约成本

物流移动应用小

程序

在小程序端将司机的车辆自检过程、签到、装车、卸货等过程执行操

作， 并自动获取车辆的GPS和温湿度数据， 确保各种信息的整合收

集，方便对运单过程进行分析管控

3

系统升级优

化

基础设施及协同

办公升级优化

基于现在的基础设施条件持续优化用户管理、安全管理，加强企业信

息安全建设与治理；新建日常运维工作审计管理系统，对运维人员的

访问过程进行细粒度的授权、全过程的操作记录及控制、全方位的操

作审计、并支持事后操作过程回放功能，实现运维过程的“事前预防、

事中控制、事后审计”

全渠道中台系统

功能扩展

①截获门店交易图片， 在报表系统中提供实时查询， 保障交易真实

性；②通过夫妻肺片自动拌料机设备，提高门店的拌菜效率和实现口

味的统一标准化；③优化双秤配送功能，将部分产品实现主食与佐料

并行分拣，提高分拣效率；④与第三方外卖、点餐系统集成后，将多个

平台的订单信息统一自动集成到POS销售系统中， 减少人员操作强

度、减少误操作

本项目总投资为4,498.00万元， 其中包括工程建设费用3,623.00万元， 基本预备费

182.00万元，实施费用693.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1 工程建设费用 3,623.00 80.55%

1.1 建安工程 465.00 10.34%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3,158.00 70.21%

2 基本预备费 182.00 4.05%

3 实施费用 693.00 15.41%

项目总投资 4,498.00 100.00%

六、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

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12,000万元用于品牌建设、天猫/京东旗舰店推广及渠道建设，

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和消费者认知度，拓展营销渠道，挖掘潜在客户群体，提升市场份额。

本项目总投资为12,000.00万元，其中包括品牌建设费用7,200万元，天猫/京东旗舰店

推广费用2,400万元，渠道建设费用2,4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1 品牌建设 7,200.00 60.00%

1.1 媒体广告 2,400.00 20.00%

1.2 品牌硬广（社区、楼宇） 2,100.00 17.50%

1.3 新媒体广告 1,500.00 12.50%

1.4 品牌活动（卤味节等） 1,200.00 10.00%

2 天猫/京东旗舰店推广 2,400.00 20.00%

2.1 天猫推广（钻展、直通车等） 1,800.00 15.00%

2.2 京东推广 600.00 5.00%

3 渠道建设 2,400.00 20.00%

项目总投资 12,000.00 100.00%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除了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 所披露的风险之外还具有如下风险：

一、业务风险

（一）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卤制食品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仍存在大量市场份额由非品牌化的小型加工生厂商分

摊的情形，规模以上生产企业数量较少，市场较为分散。 随着消费者消费理念的变化以及对

卤制食品消费需求的提升，卤制食品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正吸引规模以上企业以及其他

新企业的加入。 同时，部分专注于休闲卤制食品的企业也加大研发力度，尝试进军公司主要

产品所属的佐餐卤制食品领域。 如果公司不能在技术、成本、品牌等方面继续保持竞争优

势，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市场份额将面临着一定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

（二）品牌、注册商标被侵权仿冒的风险

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卤制食品生产企业，经过在卤制食品领域内的长期积淀，“紫燕” 品

牌在部分区域市场知名度较高，2017年度至2019年度，“紫燕食品” 商标被上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评誉为“上海市著名商标” 。 随着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日趋重视，消费者已培养出较强

的品牌意识和消费忠诚度。 如果出现其他企业仿冒公司品牌、商标等情形，将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一）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原材料占其主营业务成本80.00%以上，其中整鸡、牛肉、鸡爪、牛杂、猪蹄、猪耳等

约占原材料采购总额的50.00%以上，因此上述主要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将影响发行人的毛利

率和盈利能力。 近年来，由于受动物疫情或其他自然灾害、养殖成本、通货膨胀、市场供需等

因素的影响，原材料的价格出现了一定的波动。 若未来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而发行人不能

及时通过建立原材料价格与产品售价的联动机制、原材料适当储备等措施将材料成本的变

动影响消化或转移至下游客户，可能会增加发行人生产成本，对发行人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021年，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公司毛利率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导致公司当年净

利润较上年有所波动。 若未来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继续上涨，将会进一步影响公司毛利率

水平和盈利水平。

（二）分支机构管理风险

截至2022年8月2日，发行人共有49家全资子公司、10家控股子公司、7家参股公司、8家

分公司，服务地域范围已经覆盖了二十个省份的众多城市和地区，是国内少数拥有跨区域

经营能力的卤制食品生产企业之一。 虽然子公司及分公司的设立能实现在地化服务，但是，

对子公司及分公司的经营管理统筹是保证公司高效运行的核心要点，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

不断扩大，公司管理层如不能持续提高资源整合、技术开发、财务管理、市场开拓、管理体

制、激励考核等方面的管理能力及效率，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三、技术风险

（一）工艺配方流失的风险

工艺配方是决定卤制食品口味、品质的关键因素之一。 公司经过多年的积累以及对产

品的改良，已经开发出独特的产品配方以及先进的生产工艺，上述工艺配方难以通过专利

方式进行保护，若未来因相关技术人员违反保密制度而导致公司工艺配方的流失，将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技术人才流失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卤制食品，需根据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对产品品类、口味、口感、营养

等特性对产品进行丰富和改良，技术人才是公司保持竞争力的保障。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

累，公司在卤制食品的新品开发方面已拥有一支高效、稳定的团队。 未来随着行业竞争态势

的进一步增强，行业内人才争夺日益激烈可能导致技术人员的流失，人才流失将对公司的

技术研发和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

四、财务风险

（一）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2021年度，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为23.65%。 本次股票发行成功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长，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从建设到完全达产时间周期相对较长，若未来产品市场需求发生重大变化，项目收益未达

预期，则会存在因净资产增长较大而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二）主营业务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率（剔除产品配送成本影响）分别为25.41%、30.53%和

25.72%；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率主要受原材料采购价格、人工成本、产品售价等因素影响。

未来若因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上涨而公司不能及时将前述影响通过分析原材料市场价格

变化趋势进行原料储备、合理调整产品价格等措施及时消化，则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率将

面临下降的风险。

（三）短期债务偿还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分别为0.62、0.79和1.02，速动比率分别为0.49、0.67和

0.81， 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流动比率分别为3.67、3.68、3.50， 平均速动比率分别为

2.75、2.65、2.59。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整合提升产能，公司投入较多自有货币资金建设新厂

房、购置机器设备，导致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未来若公司经营业

绩出现波动，引致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出现不利变动，将使得公司面临一定的短期偿债风

险。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一）产能消化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宁国食品生产基地二期、荣昌食品生产基地二期、仓储基

地建设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信息中心建设项目以及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 项

目达产后，公司产能将快速提升。 由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与市场供求、行业竞争、技术进步、公

司管理及人才储备等情况密切相关，因此不排除项目达产后存在由市场需求变化、竞争加

剧或市场拓展不利等因素引致的产能无法消化的问题，以及公司现有业务及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产生的收入及利润水平未实现既定目标等情况，进而形成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

风险。

（二）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 公司将新增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合计55,126.32万元，

每年新增的折旧和摊销费用合计约为3,520.55万元，较目前有较大增加。募投项目的建设完

成和收益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募投项目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新增折旧和摊销费

用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对公司的短期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六、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钟怀军、邓惠玲、钟勤沁、戈吴超、钟勤川系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成为公司的共同控制人，上述人员合计控制公司88.58%的

表决权。本次股票发行成功后，上述人士控制本公司表决权比例仍将达到79.55%。实际控制

人有可能通过所控制的股份行使表决权进而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和利润分配等决

策产生重大影响，存在损害公司及少数股东利益的可能。

七、法律风险

（一）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补缴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未为部分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存在被主管部

门要求公司补缴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风险。 经测算，报告期各期公司应缴未缴社会

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总额占公司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0.42%、0.17%、0.35%。

八、重大合同

重大合同指公司正在履行的合同金额在1,000.00万元以上以及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

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有：

（一）授信/借款协议、担保合同以及信用证融资合同

1、银行授信/借款协议

序

号

授信/借款合同名称 借款方 授信/借款银行

授信/借款

金额

（万元）

授信/借款期限

1

《授信协议》

（编号：121XY2021006121）

紫燕食品、连

云港紫燕、宁

国御燕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30,000.00 2021.03.18-2024.03.17

注：连云港紫燕、宁国御燕可共享授信额度不超过1亿元。

2、担保合同

序

号

担保人

被担保

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合同

名称

担保范围 借款担保期限

1 紫燕食品

连云港

紫川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灌云支行

11,160.00

《最高额保

证 合 同 》

（ 编 号 ：

011070001

0-2018 年

（灌云 ） 保

字 00190

号）

为连云港紫川在2018

年12月27日至2023年

12月26日期间最高额

11,160万元的债务提

供保证担保

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起

两年 （担保合同

项下无正在履行

的债务）

2 30,000.00

《最高额抵

押 合 同 》

（ 编 号 ：

121XY2021

006121）

为债权人在 《授信协

议 》 （ 编 号 ：

121XY2021006121）

项下产生的债权 及

《授信协议》（编号：

121XY2019021808）

项下尚未清偿余额部

分提供最高不超过3亿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授信协议项下

授信债权诉讼时

效届满

紫燕食品

紫燕食

品、连云

港紫燕、

宁国御

燕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分行

3 10,000.00

《最高额不

可撤销担保

书》（编号：

121XY2021

006121）

为债权人在 《授信协

议 》 （ 编 号 ：

121XY2021006121）

项下产生的债权 及

《授信协议》（编号：

121XY2019021808）

项下尚未清偿余额部

分提供最高不超过1亿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起

三年

4 连云港紫燕 发行人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闵行

支行

10,000.00

《最高额保

证 合 同 》

（ 编 号 ：

ZB9828202

000000018)

为紫燕食品在2020年

4月10日至2024年12

月 31日期间最高额

10,000万元的债务提

供保证担保

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起

两年 （担保合同

项下无正在履行

的债务）

3、信用证融资合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无正在履行的信用证融资合同。

（二）销售合同

公司与多家经销商签订了《特许经营合同》，销售产品为紫燕系列产品，协议形式为框

架协议，双方就特许经营许可、特许标识的授权与使用、产品供货配送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截至2022年8月2日，公司与最近一期前五大客户已签署且正在履行的主要特许经营合同如

下：

序号 客户

特许经营区

域

合同名称 合同有效期

1

上海千红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颛瑞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紫华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紫磊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廉众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市

《特许经营合同》（编

号：

ZY20200101-006）

2020.01.01-2022.12.31

2

南京金又文、 南京秀燕、 南京易欣

行、南京金易瑞、南京锦池食品贸易

有限公司、 南京金箸食品贸易有限

公司、南京海阔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市、镇江

市、扬州市

《特许经营合同》（编

号：

ZY20200101-020）

2020.01.01-2022.12.31

3

山东邦晟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从苒

商贸有限公司

济南市、淄博

市、潍坊市

《特许经营合同》（编

号：

ZY20200101-001）

2020.01.01-2022.12.31

4

成都邦晟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祥川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仕翔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市

《特许经营合同》（编

号：

ZY20200101-011）

2020.01.01-2022.12.31

5

武汉川蕊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贡之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川燕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恒尚源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恒之源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蜀家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萱旺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雅萱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市

《特许经营合同》（编

号：

ZY20200101-008）

2020.01.01-2022.12.31

注：成都祥川商贸有限公司向紫燕食品申请将成都仕翔商贸有限公司增设为《特许经

营合同》（编号：ZY20200101-011） 中的分特许人， 与成都祥川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履行

《特许经营合同》（编号：ZY20200101-011）； 武汉川蕊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向紫燕食品申

请将武汉恒尚源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武汉恒之源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武汉蜀家味食品贸易

有限公司、武汉萱旺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武汉雅萱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增设为《特许经营合

同》（编号：ZY20200101-008）中的分特许人，与武汉川蕊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共同履行《特

许经营合同》（编号：ZY20200101-008）； 南京金又文向紫燕食品申请将南京锦池食品贸

易有限公司、南京金箸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南京海阔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增设为《特许经营合

同》（编号：ZY20200101-020）中的分特许人，与南京金又文共同履行《特许经营合同》

（编号：ZY20200101-020）；山东邦晟食品有限公司向紫燕食品申请将济南从苒商贸有限

公司增设为《特许经营合同》（编号：ZY20200101-001）中的分特许人，与山东邦晟食品

有限公司共同履行《特许经营合同》（编号：ZY20200101-001）。

（三）采购合同

公司与多家供应商签订了《紫燕食品采购合同》，协议形式为框架协议，双方就采购标

的物、产品价格、产品质量要求、订货及交货方式、验收要求、结算方式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截至2022年8月2日，公司与最近一期前五大供应商已签署且正在履行的主要采购协议内容

如下：

序号 供应商 采购标的 合同有效期

1 安徽省顺安食品有限公司 WOD168系列小优鸡（整鸡） 2019.06.10-2022.12.09

2 连云港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土2号（整鸡） 2020.01.01-2023.12.31

3 苏州世禧福食品有限公司 牛肚、牛百叶等 2022.06.01-2023.05.31

4 利辛县盛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牛肚、牛百叶等 2021.06.01-2023.05.31

5 安徽省顺安食品有限公司 WOD168系列小优鸡（整鸡） 2021.01.01-2024.01.01

6 宁国市宁宁食品有限公司 猪耳、猪蹄等 2022.03.01-2024.02.29

注：根据2019年6月10日连云港紫燕（甲方）与安徽省顺安食品有限公司（乙方）签订

的《紫燕食品采购合同》约定，自2019年9月15日起，乙方按照固定产品单价（如饲料的平

均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下波动，双方重新协商产品价格）向甲方供应产品，乙方承诺年度总

供应量不低于2,000万只； 甲方承诺一次性支付乙方人民币5,000万元作为定制采购保证

金，待合同到期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需无息全额返还甲方；如届时乙方不能如期退还款项，

甲方有权直接从采购货款中依次扣除。 乙方应当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

利息。 公司与安徽省顺安食品有限公司于2022年6月9日签署了《〈紫燕食品采购合同〉之

补充协议》，将合作期限延长至2022年12月9日。

（四）建设施工合同

2020年10月30日，安徽云燕与安徽省宁国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约定安徽省宁国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安徽云燕6号车间工程项目，合同金额

为2,700.00万元。

2021年7月12日，安徽云燕与安徽省宁国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室外工程施工

补充协议（一）》，约定安徽省宁国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安徽云燕6号厂房室外管网、

道路工程等，合同金额为1,387.00万元。

2022年5月5日，连云港紫川与重庆飞宇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签署《制冷系统、库板及通

排风系统项目工程购销及承建施工合同》， 约定重庆飞宇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承包连云港紫

川二期工程中的制冷系统、库板、通排风系统工程，合同金额为1,286.00万元。

（五）承销暨保荐协议

2021年6月，公司与广发证券签订《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承销暨保荐协议》，

约定由广发证券担任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全面负责推荐公司股票发

行与上市，持续督导公司履行相关义务，组织承销团承担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工作。

公司依据协议支付广发证券承销及保荐费用。

（六）其他重要合同

2016年9月28日， 紫燕有限与宁国市人民政府签订 《项目投资合同》（合同编号：

2016-0928）及《上海紫燕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培训基地建设项目” 投资合同之补充协

议》（以下合称“宁国投资协议” ），约定宁国市人民政府在紫燕有限于宁国市注册的企业

一期项目用地竞拍成功后提供无息借款6,000万元（借款金额以实际竞拍价为准），并由该

公司将竞拍取得的土地及房产作为对该借款的抵押担保物，由紫燕有限对该借款提供连带

担保责任，并在紫燕有限在宁国项目投产且税收累积达到1亿元时，双方解除上述担保，同

时上述借款作为奖励给予紫燕有限，不再要求紫燕有限偿还，也不再因此向紫燕有限主张

其他任何权利。 在紫燕有限于宁国市注册的企业参与二期项目用地109亩土地竞拍成功后，

由宁国市人民政府以实际竞拍价为准向该企业提供无息借款，并由该公司将竞拍取得的土

地及房产作为对该借款的抵押担保物，由紫燕有限对该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在紫燕有

限在宁国一、二期项目正式投产且税收累计达到1.5亿元时，双方解除上述担保，同时该借款

作为奖励给予紫燕有限，不再要求紫燕有限偿还，也不再因此向紫燕有限主张其他任何权

利。

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安徽省宁国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国建投” ）作为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平台公司，履行政府出借

资金义务，分别于2016年12月6日和2017年12月20日与安徽云燕、紫燕有限签署相关借款

协议，累计向安徽云燕出借款项6,000.22万元，安徽云燕以其竞买所得坐落于河沥园区云峰

路以南、振宁路以西的不动产抵押给宁国建投，紫燕有限为安徽云燕上述借款提供连带保

证担保。 2021年8月15日，安徽云燕、紫燕食品与宁国建投签署《还款及抵押解除协议书》，

前述借款已全部清偿，相关担保责任已解除。

九、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十、相关诉讼或仲裁情况

（一）公司的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二）主要关联人及核心技术人员的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刑事诉讼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

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的情况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 上海紫燕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申南路

215号

021-52969658 021-52969658 曹澎波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

一街2号618室

020-66338888 020-87553363 孟晓翔、谭旭

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律

师事务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号富凯大厦B座12

层

021-55989888 021-55989898 王丽

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

路61号4楼

021-63391166 021-63392558 杨志国

资产评估机构： 北京中同

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

街35号819室

010-68090001 010-68090099 李伯阳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杨高南路188号

021-58708888 021-58899400 -

收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广州市第一支行

- - - -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

南路528号

021-68808888 021-68804868 -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2022年9月8日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2022年9月14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2022年9月15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2022年9月19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附录和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整套发行申请材料和备查文件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以在下列地点查阅整套发行申请材料和有关备查文件。

（一）发行人：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南路215号

联系人：曹澎波

联系电话：021-52969658

传真：021-52969658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

联系人：聂韶华

联系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3363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5日

(上接A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