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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状况改善
营业利润大幅上涨

据金丹科技最新披露资料，
与之前相比，该公司营收状况有
了明显改善。

其中，近3年营业收入分别
为5.86亿元、6.52亿元、8.02亿
元，同比稳步增长，营业利润分
别为 3683.47 万元、5172.66 万
元和9164.24万元，2018年营业
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达77.16%。

与此相比，金丹科技上次申
报IPO时，并未表现出良好的增
长态势。金丹科技2016年12月
22日报送的招股书申报稿显示，
该公司2013年与2014年营业收
入状况基本持平，大约都在6.1亿
元左右，2015年更出现了同比下
降的情况，约为5.70亿元。

作为一家以研发、生产、销
售乳酸及其系列产品为主业的
高新技术企业，金丹科技具有年
产12.8万吨乳酸及乳酸盐的生

产能力，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乳
酸及乳酸盐生产企业。其主要
收入来源为乳酸、乳酸盐、糖化
渣等三类产品，其中约70%由
乳酸贡献，三者合计毛利贡献
占比超过95%。

政府补助逐年减少
糖化渣毛利率不降反升

2017年 12月19日，金丹
科技IPO首发上会未通过。发
审委提出5大问题，其中涉及
金丹科技糖化渣毛利率过高且
对毛利贡献较大、政府补助占
净利润比重较高等方面。

目前来看，再次启动IPO，
金丹科技对政府补助的依赖性
已经逐渐降低。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
年6月，金丹科技收到的政府
补助金额分别为 1247.01 万
元、1608.28 万元、1866.45 万
元和 1421.44 万元，占当期净
利润的比例均超过40%。

而在本次披露的数据中，
金丹科技近3年政府补助分别
为2360.67万元、1429.30万元
和938.91万元，呈逐年减少态
势，再加上净利润的增多，
2018年金丹科技政府补助金
额仅占当期净利润的11.29%。

虽然政府补助的问题得以
改善，但金丹科技糖化渣的毛
利率水平非但没有降低，反而
整体较之前有所提升。

据介绍，糖化渣为玉米在
制糖工序经液化制糖后分离出
的富含粗蛋白、脂肪的玉米渣
皮，是动物饲料的一种优质原
料。作为一种初级农产品，其
毛利率超过主要产品乳酸和乳
酸盐引发质疑，同时，糖化渣所
实现的利润可以免征企业所得
税，其对毛利贡献比例较大。

综合看，金丹科技的糖化
渣产品近3年毛利率在60%左
右，2016年更是达到63.55%。

2017年，受下游养殖行业
景气度下降影响，金丹科技的糖
化渣产品售价有所下降，从而导
致毛利率降低了5.31%，但是该
产品当年毛利率仍然达到
58.25%，与4年前的58.73%基
本持平，高于2014、2015年度。

聚乳酸为未来发展方向
市场需求量将逐年增加

招股书申报稿显示，金丹

科技本次拟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2830万股，所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年产5万
吨高光纯L-乳酸工程项目”“年
产1万吨聚乳酸生物降解新材料
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对比两
次募投项目列表，均包括“年产1
万吨聚乳酸生物降解新材料项
目”。

聚乳酸作为市场应用前景广
阔的可降解绿色环保材料，在可降
解塑料、纺织纤维、新型医用材料
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金丹科技
表示，预计未来聚乳酸全球市场需
求将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
至2023年全球聚乳酸市场需求量
有望超过30万吨，远超除聚乳酸
外的乳酸市场3%~4%的增长速
度。

事实上，上次 IPO申请金丹
科技即宣布上马聚乳酸项目，并
将其作为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
而投建“年产5万吨高光纯L-乳
酸工程项目”的主要目的，也包括
为生产聚乳酸提供质量稳定的原
材料——高光纯乳酸。

据金丹科技分析，1万吨产能
的聚乳酸项目，未来将实现年均
1.72亿元的营业收入，项目投资财
务 内 部 收 益 率（税 后）将 达
37.85%。

此次IPO能否闯关成功,依然
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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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丹科技二度冲刺IPO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记者 任冰

5 月 24 日，证监
会官网公布了河南金
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丹科
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
报稿 2019 年 5 月 14
日报送），这意味着金
丹科技本次 IPO申请
有了实质性进展。

作为国内领先的
乳酸及聚乳酸生产企
业 ，金 丹 科 技 曾 于
2016年开始筹备申请
上市，后来于2017年
12月上会被否。这次
重启IPO，金丹科技做
了哪些准备？此前发
审委所质疑的问题是
否得到了解决？

天迈科技IPO申请中止

在证监会没有对天迈科技
下发中止审查通知书之前，河
南资本圈人士普遍预测，已经
在资本市场门外徘徊两年多的
天迈科技，有望成为2019年河
南省第一家上市公司。

然而，随着证监会的一纸
通知，这一切都暂停了，预测结
果也变得扑朔迷离。

5月27日，天迈科技发布
公告称，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
会2019年5月23日出具的第
170161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

通知书内容显示，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
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

第一款第三项的有关规定，证
监会决定对天迈科技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
中止审查。

据了解，负责天迈科技审
计工作的是广东正中珠江会计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正中珠
江），而正中珠江因其他项目涉
嫌未勤勉尽责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目前尚未公布调查结
论。

除了天迈科技受牵连被中
止审查之外，科创板已受理企
业科前生物、联瑞新材、利元亨
3家企业也于5月24日被中止
审核。

根据证监会最新一期公布
的IPO排队名单，天迈科技为

“预先披露更新”状态。
预披露更新，是新股发行

改革中新加入的一个环节。根
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审核工作流
程》，目前首发审核工作流程为
九大环节，即受理和预先披露、
反馈会、见面会、预先披露更
新、初审会、发审会、封卷、会后
事项、核准发行。

曾因三类股东问题被暂缓

据了解，天迈科技是公共
交通智能化和信息化综合解决
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为智能
公交调度系统、远程监控系统、
智能公交收银系统、充电运营
管理系统。

2018年营业收入3.65亿
元，较2017年的3.25亿元增加
12.38%，在净利润方面，2018
年净利润 5826 万元，较之于
2017年的 4773万元，增长了
22.06%。

关于天迈科技的上市之
路，最早可以追溯到2017年。

2017年1月22日，天迈科
技向证监会报送了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文
件，2017年2月7日，证监会出具
了第170161号《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天迈科
技的上市文件正式被受理。

彼时，为了全力冲刺主板
资本市场，天迈科技申请新三
板股票于2017年2月9日起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暂
停转让。截至目前，已经暂停
转让了两年多的时间。

2018年2月7日，天迈科技
收到证监会下发的《关于请做好
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
的函》，根据告知函要求，天迈科
技积极准备并提交回复文件。
但由于天迈科技股权中存在“三
类股东”问题而被暂缓。

何谓三类股东？简而言
之，就是在企业的股东中，存在
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
划和信托计划。而三类股东的
重灾区，就集中在新三板企业、
私有化回归的中概股和互联网
企业。

重启时间等证监会通知

针对此次证监会的中止审
查，天迈科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将根据证监会的要求，尽
快提供相关资料，恢复审核。
但何时重启上市流程，这名负

责人称，将会等证监会的通知，
其他方面的事情，由于目前企
业正处于上市前的静默期，不
方便透露。

记者注意到，由于技术方
面的优势，天迈科技最近还吸
引了众多知名企业抛来的橄榄
枝。近日，天迈科技与中兴通
讯、郑州移动、郑州市公共交通
总公司签署5G战略合作协议，
合作各方将共同携手在5G智
慧公交及公交信息化等领域深
化创新合作。

此外，天迈科技去年还与
腾讯、财付通合作，在城市公共
交通领域有关创新智能支付、
创新大数据应用和创新商业模
式等方面展开合作。

天迈科技公告表示，我国
智能公交领域处于行业上升
期，随着公交车辆保有量、运营
线路长度、客运量、运营里程不
断增长，智能化装备与系统水
平也在不断提高，智能交通行
业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

但随着智能公交市场规模
不断增长，客户需求不断发生
变化，进入智能公交行业的企
业不断增多，天迈科技所面临
的市场竞争将会加剧。

天迈科技IPO按下暂停键
因审计机构涉嫌未勤勉尽责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凌岩

5月27日，新三板挂牌公司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迈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
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对天迈科
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中止审查。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了解到，从2017年1月向中国证
监会报送创业板上市文件到现在被中止审查，天迈科技上市
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