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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土重来
仲景食品再闯IPO

6月14日，仲景食品发布
招股说明书，拟在创业板公开
发行2500万股，募集资金3.92
亿元。

招股说明书显示，此次仲
景食品募集资金3.92亿元，将
分别投向年产3000万瓶调味
酱生产线项目、年产1200万
吨调味配料生产线建设项目
和营销网络的建设。

其中，年产3000万吨调
味酱生产线投资金额为1.36
亿元，计划建设期为2年，第3
年开始投产，生产负荷为
80%，第 4 年开始满负荷生
产。根据该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项目完全达产后，每年
可增加销售收入20040万元，
增加利润总额1630.14万元，
内部收益率为11.06%。

同时，年产1200万吨调味
配料生产线，预计总投资10600
万元，项目完全达产后，每年可
增加销售收入20118.15万元，
增加利润总额1711.86万元，内
部收益率为15.21%。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上述
建设性项目之外，在此次仲景
食品的募投项目里，还包括营
销网络的建设。

从招股书公布的信息来
看，仲景食品将斥资1.5亿元建
设营销网络，包括在郑州购买
写字楼构建营销管理中心，在
全国23个城市以租赁房屋的
方式构建市场办事处，从而实
现营销网络覆盖全国的局面。

此外，包含在营销网络建
设当中的还有仲景食品的品
牌宣传计划：仲景食品将在京
东、天猫等平台投入510万元
用于广告宣传。

招股书显示，仲景食品成
立于2002年9月，注册资本为
7500万元，其主营业务为以花
椒、辣椒系列为代表的调味配
料和以仲景香菇酱、仲景牛肉
酱、仲景调味油为代表的调味
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016年~2018年，仲景食
品分别实现营收 4.77 亿元、
5.17亿元、5.3亿元，净利润分
别为0.76亿元、0.79亿元、0.81
亿元。

券商表态
之前被否问题已解决

作为宛西系的食品板块，
仲景食品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
在拟IPO名单当中。2015年9
月，仲景大厨房（仲景食品前身）
就曾提交过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招股说明书。不过在2017
年6月，证监会发审委对仲景大
厨房首发上市做出否决。

当时创业板发审委共提出
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控股
股东信息披露违规；二是当时
已获得的生产许可证不包括食
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违反了
《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三是仲
景食品存在向个人采购、现金
支付以及销售回款经过个人账
户的情形；四是公司增收不增
利、存货暴增是否具有合理性、
毛利率波动、第三方支付必要
性等财务问题；五是销售费用
和管理费用变动异常的问题。

事实上，在仲景大厨房上
市梦碎之后，宛西系旗下的食
品板块上市的冲动一直都在
酝酿。其中包括，在2017年
和2018年仲景食品两次变更
经营范围。此外，仲景食品对
辅导机构、保荐机构和审计机
构也进行了更换。其中，辅导
机构和保荐机构由原来的银
河证券变更为国金证券；审计
机构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中天运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8年6月，仲景大厨房
更名为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地点也随之变更。

2018年11月23日，河南
证监局网站发布仲景食品的
辅导备案，仲景食品冲击资本
市场之路重启。

今年5月15日，河南证监
局发布《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
工作总结报告》。仅半年时间，
仲景食品就完成上市辅导。

辅导报告文件显示，在本
次辅导过程中，辅导机构重点
关注了往日发审委否定意见
中提出的几大问题。

对于违规减持一事，国金
证券表示，项目组对宛西控股
实际控制人孙耀志进行了培
训和考试。孙耀志已经认真
学习了有关法律法规，了解了
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
露的要求。孙耀志表示，本人
及宛西控股今后将会认真和
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辅导报告对 2017
年发审委给出的否决意见当
中的各类存货余额较大并逐
年增长，没有充分、合理的解
释以及公司半成品系列单价
与原材料采购单价的不一致
给出了解释。

国金证券表示，2014年~
2016年仲景食品存货的持续
增长主要有以下因素：其一，
公司经营规模的增长导致公
司对于原材料需求的增长；其
二，公司对于原材料价格走势
的判断，主动增加了原材料的
储备；其三，进项税扣除方式
的改变夸大了存货余额变动。

此外，半成品系列单价与
原材料采购单价的不一致是
由于半成品品种多样化造成
的。将公司半成品进行标准
化以后，其单价变化与原料采
购单价的变化基本一致。

统计口径变化
造成供应商前后不一致

随着仲景食品招股说明书
的发布，仲景再启 IPO大幕。
不过对比仲景食品刚刚发布的
招股说明书和其2017年版本，
一些疑问也随之产生。

其刚刚发布的最新招股
书显示，仲景食品2016年第
四大和第五大供应商分别是
陇南市武都区东赢农副产品农

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武都
东赢）和金阳县春江鹏达青花
椒农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
春江鹏达）。而2017年发布的
招股书显示，公司2016年度第
四大和第五大供应商分别是大
冶市华兴玻璃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兴玻璃）和武都东赢。
也就是说，最新版本的前五供
应商有春江鹏达，而老版本的
招股书中前五供应商中没有这
家供应商，并且此前遭媒体质
疑的华兴玻璃也从其前五大供
应商名单中消失。

此外，针对同一家供货
商，仲景食品前后两个招股书
版本的采购金额也有差距。

2017版本的招股书显示，
仲景食品2016年对武都东赢
的采购金额是1339.51万元，
占当年采购总额的4.57%，而
根据最新招股书的披露，仲景
食品2016年向武都东赢的采
购金额为1513.65万元，占当
年采购总额的4.76%。在两个
不同的版本中，仲景食品对武
都东赢的采购数据相差了
174.14万元。

除此之外，招股书显示，
仲景食品的销售模式分为直
销模式和经销模式两种，从营
收占比来看，直销和经销几乎
各占仲景食品的半壁江山。

对以上问题，仲景食品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记者采访时表示，从
2016年开始，河南省税务系统
在推进农产品增值税扣除使
用办法过程中，仲景食品作为
试点企业先行先试，所以两次
招股说明书当中前五大供应
商数据和排名发生了变化，也
就是说，2017年发布的招股书
是不含税的口径，而此次发布
的招股书是含税的口径。

向上突围
香菇酱开创者需品牌升级

作为香菇酱品类的开创
者，仲景食品依托着西峡本地
特色的香菇优势产业逐步做

大并辐射全国。只是，从招股
书公布的财务数据来看，其主
营产品的增速呈下滑态势。

2016~2018年，仲景食品
分别实现营业收入4.77亿元、
5.17亿元和5.3亿元，同比分
别 增 长 8.74% 、8.37% 和
2.49%；分别实现净利润0.76
亿元、0.79亿元和0.82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31.23%、4.6%
和2.74%。不难看出，仲景食
品在报告期内营收和净利都
出现了增速放缓的趋势，尤其
是2018年度的营收净利增速
已经不足3个百分点。

从产品上看，以香菇酱为代
表的仲景食品调味食品板块销
售收入出现大幅下滑。招股书
显示，仲景香菇酱产品2016~
2018 年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23442.51万元、26600.78万元、
23522.35万元，2018年销售同
比下降11.57%。

对此，仲景食品称主要原
因是因成本压力上升，公司于
2018年5月上调了香菇酱系列
部分规格产品的出厂价和零售
指导价。由于调味食品属于直
面最终消费者的终端消费品，
消费者对终端零售价较为敏
感，价格弹性较高；受售价上调
的冲击，香菇酱产品销量下滑。

“虽然仲景食品的调味食
品销售收入出现下滑，但仲景
食品作为香菇酱行业的开创
者，先发优势明显。同时香菇
作为仲景食品所在地西峡的
优势产业，也为仲景食品提供
了大量优质的原材料。”观峰
咨询机构董事长杨永华表示。

在优势明显的同时，一些
限制仲景食品向上突围的因
素也在累积。

杨永华认为，制约仲景香
菇酱取得大发展的首要因素是
产品的边界问题。从目前国内
市场格局来看，香菇酱只有仲
景来做，其他的一些大型食品
企业都没有跟进，很可能会出
现只有老大没有老二的一元结
构。因为没有对手和充分竞
争，所以整个行业就不会有大
的增长，行业内的企业也会面
临天花板。其次，从香菇酱这
个产品来看，因其命名上无法
界定其是食品还是调味料的模
糊，也会造成大型商超渠道在
货品摆放上的纠结。因此，在
杨永华看来，仲景食品要向上
突围，品牌升级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在仲景食品IPO启
动前，宛西系旗下另一资本运
作平台西泵股份刚刚更名为飞
龙股份，更名原因，飞龙股份表
示为适应新能源汽车发展需
要，公司对产品线进行调整。

在宛西系实控人孙耀志
的棋局里，飞龙股份代表着其
在汽车产业的版图，仲景食品
则代表着其在食品板块的势
力，更为重头的宛西制药虽然
在去年终止IPO，但知情人士
透露，将这三家企业运作上
市，是孙耀志的最终目标。

仲景食品再闯IPO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河南又一企业加入IPO大军。
6月14日，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景食品）招股说明书的发布，意味着承载着宛西制药资本三驾马车

之一的食品板块，在上一次IPO铩羽而归两年之际，再次开启闯关资本市场的征程。

6月14日，仲景食品发布招股说明书，拟登陆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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