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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上午9时25分，
随着金丹科技敲钟上市，河南
迎来了2020年企业IPO第一
单，第83家豫股上市企业浮
出水面。

本次上市仪式在周口举
行，通过“云敲钟”启动股票上
市交易。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记者在金丹科技上市仪式现
场发现，河南证监局局长王广
幼、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郸
城县委书记罗文阁等相关领
导均出席了仪式。

金丹科技 IPO是周口市
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一件大
事。周口市副市长胡军在上
市仪式上表示，这是周口市推
动骨干企业加速转型升级取
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对提升全
市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水
平，示范引领更多周口本土企
业走向资本市场，必将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郸城县县长李全林表示，
金丹科技坚持自主创新，强化
科技支撑，逐步发展成为全国
乃至世界乳酸行业的领跑者，
走出了一条传统农区特色新
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金丹科技董事长张鹏在
上市仪式上表示：“金丹科技
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是公司
在资本市场运营方面取得的
重大突破，也是公司发展的一
个新的里程碑……争取尽快
把金丹科技打造成具有世界
核心竞争能力的乳酸及聚乳
酸生物新材料企业。”

而在这之前，同时兼具农
业和高科技符号的金丹科技，
已经被国家相关机构认定为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

公开资料显示，金丹科技
成立于2006年 8月，是国内
乳酸及其衍生品生产的龙头

企业，其主要产品包括各种级
别的乳酸和乳酸钙、乳酸钠及
乳酸酯类等，产能位居世界第
二位、亚洲第一位。根据
IHSMarkit 的统计，2018 年
公司的乳酸及其衍生品全球
市场占有率为18.34%。

招股书显示，张鹏持有金
丹科技43.62%的股份，系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任金丹
科技董事长、党委书记、法定
代表人。本次发行后，张鹏的
持股比例也降至32.69%，但仍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原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41.53%
的深圳首中教育产业发展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是金丹科技第三大股东，持股
653.40万股，占上市后总股本
规模的5.79%。而中原资产是
河南首家AMC。

脱胎于国企改制
此前曾挂牌新三板

周口市郸城县地处黄淮
海玉米主产区，金丹科技充分
发挥利用当地大规模种植的
玉米作物为主要原材料，将其
加工为丙交酯、聚乳酸产品，
实现对玉米这一大宗农产品
多层次的价值增值。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
金丹科技目前已成功探索出
一条平原农区玉米精深加工
与循环经济深度融合，以新型
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

根据招股书，金丹科技的
前身为2006年设立的河南金
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丹有限），张鹏任法人
代表。不久后，金丹有限更名
为金丹科技，并通过收购另一
家公司的方式，从一家进出口
贸易企业转变成为高科技型
企业。

但值得注意的是，金丹有
限成立时，掌舵者张鹏已是乳
酸行业的一位老兵。

公开资料显示，1993年
7月份，张鹏出任郸城县生
物化工厂厂长。而在这之
前，作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
学毕业生，张鹏曾在郑州合
纤厂任技术员，并于 1984
年起任郸城县科委工业股
股长、副主任等，同时兼任
郸城县生物化工厂副厂长。

两年后，郸城生化厂与
张鹏、王然明等人共同发起
设立了郸城金丹，仍由张鹏
出任法人代表，主业为乳酸
及乳酸衍生品。郸城生化
厂以资产出资，持股比例为
50.44%。

郸城金丹成立后，由于
历史原因长期停产。后来，
其经营性资产分别于2002
年和2008年两次拍卖。成
立于2002年的河南金丹则
两次接盘郸城金丹的生产
线及经营性资产。

第二次交易完成前，河
南金丹股东会已审议决定
整体注入金丹科技。

一系列的资产重组期
间，张鹏作为掌舵者的地位
没有变，金丹科技对于技术
研发的努力也没有中断。
2009年，由金丹科技自主
研发的L-乳酸技术获得突
破并成功投入生产。接近
金丹科技的人士介绍称，相
对传统的D-乳酸，L-乳酸
最大优势是人体可以完全
吸收。

2011 年，这项重大科
技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当年，金丹科技
还拿下了河南省长质量
奖。同年，金丹科技整体转
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而在转
制前，金丹科技引入了广东
诚信、百瑞信托、宁波赛尔、
中国风投以及洛阳红土和
中国汇富等知名风投机构。

但转制之后金丹科技
并未直接申请A股上市，而
是选择于2015年挂牌新三
板。挂牌当年，金丹科技的

营收仅为5.7亿元，净利润只有
3631.1 万元，而到其摘牌的
2019年，这两个数字已分别达
到了8.78亿元和1.13亿元。

募集资金5.4亿元
拟加强主业和完善产业链

挂牌新三板对金丹科技后
来的上市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除了经营上对食品级乳酸
的依赖越来越低，其资本市场
的意识也越来越明显。

“新三板挂牌为公司对接
资本市场、成功登陆创业板提
供了有益的经验。”张鹏告诉大
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挂牌新
三板有助于公司建立健全规范
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控制
度，通过新三板挂牌，公司进一
步增强了合法合规经营、诚实
守信、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等规范运作意识等。

2016年9月份，因“IPO扶
贫”政策出台，注册地位于国家
级贫困县的金丹科技股价猛
涨，43天上涨超300%，股东人
数增加近4倍。3个月后，金丹
科技首发上市申请被证监会受
理，但2017年12月19日，金丹
科技并未如愿通过审核。

根据金丹科技招股书，此
次登陆深交所创业板，金丹科
技公开发行2830万股，募集资
金5.4亿元，分别用于年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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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

聚乳酸成为本次募投项目
的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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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HSMarkit 的数据显示，
全球聚乳酸（PLA）市场未来将
以超过9%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增长，预计到2023年，全球聚
乳酸需求量将达到 30.19 万
吨。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是市
场前景广阔的发展领域，聚乳
酸塑料有望成为乳酸最有前途
的终端应用领域之一。

张鹏告诉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预计未来几年，随
着聚乳酸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聚乳酸将超过食品和饮料行业
成为乳酸的第一大应用领域。”

据悉，聚乳酸系乳酸单体
经脱水缩聚形成的高分子聚合
物，是一种典型的合成类可完
全生物降解材料，在生物医用
高分子、纺织行业、农用地膜和
包装等行业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

根据招股书，近些年，金丹
科技通过技术引进和合作研
发，掌握了以乳酸为原料、采用
有机胍催化剂生产可降解环保
新材料丙交酯及聚乳酸（PLA）
的关键技术和工艺，并计划进
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运用。

实际上，作为乳酸及乳酸
盐方面的行业龙头，金丹科技
对于聚乳酸仍属于新进入者，

其下游行业与其目前乳酸产
品下游行业存在较大差异。
相对于双汇、金锣、伊利、蒙牛
等食品领域的乳酸下游市场，
聚乳酸的下游市场则可能更
多涉及医药、纺织、化工等领
域。

据悉，目前国内和国际聚
乳酸市场仍主要被全球最大
的量产聚乳酸厂商Nature-
Works等境外厂商所占有。

债务融资空间缩小
上市融资或成必要选择

公开资料显示，乳酸行业
属典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
业，规模经济特性明显，只有
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才能有
效降低生产成本，具备市场竞
争优势。

因此，乳酸行业企业除前
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购买土
地、建厂房和配置相关设备，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也需要垫
付较多的营运资金，以保证玉
米等原材料采购及正常生产
经营的开展。

这一行业特性，一度导致
上市之前的金丹科技资产负
债率高于行业平均，且短期借
款占流动负债比例相对较高。

数 据 显 示 ，2016 年 至
2019年度，金丹科技中短期
借款分别为2.33亿元、2.25亿
元、1.95亿元、2.03亿元，占流
动负债比例分别为75.50%、
73.53%、64.72%、57.83%，呈
现逐年下降之势。

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资
金需求，金丹科技也将部分资
产抵押给银行以获取贷款。
2016年度~2019年度报告期
各期末，金丹科技资产负债率
分 别 为 45.55% 、42.70% 、
47.17%和44.23%，高于同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的资产
负债率水平。

这意味着，面临生产线升
级改造及聚乳酸投资对应的
实际资金需求，金丹科技仍需
要在控制财务风险的前提下，
适当扩大债务融资规模。

在这种背景下，寻求A股
上市也就成了金丹科技谋求
长期发展的必由选项之一。
张鹏表示，上市融资有利于公
司把握当前生物新材料领域
发展机遇，延伸产业链，为公
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能力和市场影
响力，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行业
中的市场地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货币资金将大幅度增加，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将有助于
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营运资
金的需求。”国金证券投行部
执行总经理解明表示，随着募
集资金的运用，金丹科技投资
于生产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
的金额将开始增加，非流动资
产比重将出现上升，资产负债
率有所下降，资本结构得以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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