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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证监会创业板发审
委发布了2017年第50次会议
审核结果公告。根据公告显
示，当日上会的3家企业，有两
家被否，其中仲景大厨房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景大
厨房”）闯关失败，引发了市场
的关注。

据记者了解，对于仲景大
厨房IPO被否，证监会发审委
给出了五点原因，也为其下一
步整改指明了方向。

根据招股说明书显示，
2016年3月22日至3月24日
期间，仲景大厨房的控股股东
宛西控股与上市公司西泵股
份持股5%以上的股东孙耀忠
先生作为一致行动人，累计减
持西泵股份880万股，占西泵
股份总股本的7.91%。但宛西
控股和孙耀忠在减持西泵股
份比例达到5%时，没有履行
报告和信息披露义务。对此，
发审委对发生上述情形的原
因、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是否有其他处罚风险提出
了质疑。

不仅如此，根据申请文件
显示，仲景大厨房的主要产
品为香菇食品和香辛食品配
料，需要采购的物料包括香菇
原料、香辛料原料和工业产
品，并且已获得的生产许可证
不包括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证。

申请文件称，香辛食品配
料为香辛料调味品，具有“风
味物质数据化、产品浓度高，
风味与天然风味基本一致，无
有害残留、安全卫生”的特
点。报告期内各年，香辛食品
配 料 的 销 售 收 入 分 别 为
17610.63 万元、20248.84 万
元、24445.13万元。

而《食品安全法》规定“食
品添加剂，指为改善食品品质
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
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
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
质，包括营养强化剂”。正因

为如此，发审委对于仲景大厨
房在没有取得食品添加剂生
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生产前
述香辛食品配料一事，是否
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提出了
疑问。

除了以上两大问题之外，
发审委还认为，仲景大厨房还
存在向个人采购、现金支付、
销售回款经过个人账户的情
形；以及报告期净利润与营业
收入变动不同步，存货余额金
额较大且逐年增长，香菇食品
毛利率逐年提升是否合理，是
否制定了相应的内部控制流
程等两大方面问题。

并且，发审委还要求仲景
大厨房说明申报期内销售费
用和管理费用 2015 年度增
加、2016 年度下降的原因，
2017年度销售费用和管理费
用预计变动情况。

可以说，以上问题，卡住
了仲景大厨房IPO的“命门”。

资料显示，仲景大厨房主
营业务为以仲景香菇酱为代
表的香菇食品和以超临界花
椒油120为代表的香辛食品配
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
IPO拟募集资金3.97亿元，用
于香菇酱生产线、香菇初加工
生产线、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申报材料显示，2014 年至
2016年，仲景大厨房实现的净
利润分别约为 7083 万元、
5782万元和7587万元。

虽然此次 IPO闯关暂告
失败，但整个“宛西系”的资本
布局还是颇值得一说的。

据了解，仲景大厨房控股
股东为宛西控股，持有其
52.57%的股份。而宛西控股
成立于2014年，当年宛西制
药宣布存续分立，分立后存续
公司为宛西制药，新设公司为

宛西控股。后者装入了西泵
股份的股权、房地产以及旅游
等相关资产。

如今，“宛西系”的布局版
图中已涵盖工业、农业、商业、
医疗、养生和食品六大板块。

就目前来看，西泵股份早
已于2010年11月正式登陆A
股，而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也于2016年在河南证监
局进行辅导备案。

不难看出，“宛西系”旗下
三足鼎立的上市格局已然形
成。只不过，此次仲景大厨房
一不小心拖了后腿。

其实，今年以来，IPO被否
的企业数量可谓不少。数据
显示，截至6月26日，今年共
有275家企业IPO申请过会，
其中有35家企业的IPO申请
被否，取消（或暂缓）审核企业

12 家，首发审核通过率为
82.9%，大幅低于2016年全
年的91.48%。此外，还有48
家企业终止审查，其中仅6月
份就有8家企业离开排队通
道。

据了解，今年以来监管部
门对于过会企业的关注涉及
财务、经营范围以及持续盈利
能力等多方面。具体包括内
控制度的有效性和会计基础
的规范性存疑、经营状况或财
务状况是否异常、持续盈利能
力存疑以及申请文件真实、完
整、准确和及时性存疑等。尤
其是对医药、食品类企业首发
申请尤为关注。

而仅仅是在近期，除了仲
景大厨房以外，河南还有润弘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也遭遇了
同样的命运。

“宛西系”资本构想落地暂遇波折

仲景大厨房IPO遇挫

近年来，多式联运这一物流
业的专属名词，在各类媒介上被
频频曝光，在坊间不断刷新眼
球。就在4月，随着中国（河南）
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多式联运
被确立为河南建设自贸试验区的
三大抓手和重点突破方向。

什么是多式联运？
简单地说，即是由两种及以

上的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而
共同完成的运输过程，统称为多
式联运。而河南在做的，即是将
空、铁、陆、海、跨境五大物流形态
实现融合，由此实现货物贸易的
全程化、通用性、少环节、省运杂、
时间短、货损低、集约高效等诸多
优势。

但多式联运绝非简单的“飞机
卸货转火车”“A公司卸货转B公
司”那么简单，而是尤为庞大、复杂
而缜密的物流服务体系。事实上，
不只是河南，多式联运在国内物流
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并没有完
整的样本方案可寻。

正如省商务厅一负责人的表
述，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
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
体系，是国家对河南自贸区的战略
定位。因此，依托自贸试验区制度
优势，抓住机遇、创新发展，努力为
全国提供可资借鉴的“河南方案”。

由此来看，此番召集全球物
流商大会，河南诉求绝不只是招
商，而是借此向外界传递一个清
晰信号：“河南已校准‘枢纽经济’
的契合点与突破口，在发展多式
联运方面‘先行先试’，邀约全球
物流商参与整个体系的建设、发
展，乃至‘先机资源’共享。”

河南的多式联运解决方案，
从何寻找突破？

省商务厅厅长焦锦淼给出了
三项核心解决方案。其认为，首先
是解决顶层设计。河南正在研究
制定推进多式联运加快发展的法
规，以及制定完善加快多式联运发
展的政策体系，建立相关部门组成
的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跨行
业、跨部门、跨领域的有关问题。

有了顶层设计，就要着手强
化标准建设。焦锦淼称，如重点
推广应用 1.2×1.0 米标准化托
盘，如培育双汇、鲜易、宇鑫等9
家国家物流标准化重点推进单
位，还要推动空空中转、陆空联
运，让“非标的”、跨领域衔接的作
业内容加速标准化，打造“郑州中
转”服务品牌。

与此同时，搞好制度创新和
模式创新同样关键。如海关、商
检等口岸部门要大胆探索，推动
一次申报、一次验关、一次放行，
以及信息共享、监管互认、执法互
助。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实现

“一单到底、物流全球”。
受益于探索多式联运的“河

南方案”，河南本土物流商在顺风
成长。如河南鲜易控股董事长朱
献福所言，通过模式创新和迭代
升级，正逐步将鲜易打造成全国
冷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全国冷
链资源交易中心。争取到“十三
五”末，创造千亿价值，形成万亿
级行业大数据，带动生态圈百万
创客创业创新。

而未来，河南物流商在全球
市场树立的品牌与口碑或只需四
个字概括，“够快够省”。

“中菲行在全球承接的很多
航空运输，包括福建、广东、浙江、
上海、沈阳、武汉、陕西、山西、北
京等地货物，都是在郑州完成集
结飞往全球的。”李某对原因的解
答很简单，河南各职能机构、生产
作业场景更高效、务实，综合成本
更优。

如其举例，郑州的货运航班
密度虽不及上海、广州，但前者的
清关效率却远远领先于后者。“简
单地说，一批外地的货通过郑州
出港，比在上海、北京出港更具时
效，且综合费用还要更有优势。”

相比航空，郑州这座火车拉
来的城市无疑在铁运发展上更为
健硕。据省商务厅数据显示，
2016年，全省铁路货运量9562
万吨，同比下降2.5%；货物周转
量 1685.9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1.2%，分别比上年提高 7.2 和
14.1个百分点。

如今，中欧班列（郑州）这一
中原铁运的核心载体，在境外覆
盖20个国家、108个城市，各项
综合指标位居全国前列。今年前
4个月，中欧班列（郑州）开行93
班，货值6.12亿美元，货重6.14
万吨，进口汽车115辆。另由上
月起，中欧班列（郑州）再次增加，
呈现“去五回五、每周十班”常态
化均衡对开，持续保持在国内中
欧班列中的领先优势。

高密度的中欧班列（郑州）能

为河南带来什么？
某国际综合物流商一席话令

人惊讶。其称，以前，河南至青岛
的海运货物量极为丰富，可以说
是山东货车司机的“福地”。随着
中欧班列（郑州）开行密度不断加
高，山东货车司机经常接不到回程
的海运单子，被迫转战其他地方。

“客观来说，空运货物量也受中欧
班列（郑州）的直接影响。物流商
做空运货单的利润率通常是铁运
的数倍，所以，整个河南制造业的
外贸物流成本都在极速压缩。”

除铁运与航运外，河南跨境
电商物流这一新兴发展“长板”在
国内强势崛起，更值得期许。

据省商务厅数据，2016年，
河南省跨境电商进出口超过110
亿美元，增长1倍以上。河南保
税物流中心创新“一平两融多合
一”监管模式，跨境电商完成进出
口（B2C）8290万单，业务量增长
66%，进出口交易额64亿元，同
比增长62%。今年一季度，河南
跨境电商交易业绩增长60%，占
全国13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总交易规模约43％，持续保持全
国首位。

此外，河南省冷链物流发展
水平居全国前列，快递业总量均
居中部第一。诸多物流权重板块
发展的“硬体格、强素质、高前
景”，无疑才是邀约全球数百家物
流商的高质量请帖。

□本报记者 古筝

三足鼎立的资本构想暂遇波折

搭载多式联运内核，请看“枢纽经济”河南方案

五大原因导致仲景大厨房IPO被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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