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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由青岛食品厂作为发起人， 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在山东省内销售，公司了解山东省内市场的消费习惯，公司
品牌亦具有较高的市场认可度。 未来公司将利用募集资金大力开拓省外市场，实现
跨区域发展。 但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
习惯、休闲食品行业的区域竞争情况和仓储物流等配套设施的健全程度等均存在一
定差异，因此，公司的跨区域发展对经营管理的要求较高。 对于公司拟新进入的区域
市场，当地消费者对公司品牌的认知以及公司对该目标市场的深入了解需要一定时
间。 此外，跨区域经营对公司的资金实力、人才培养能力、物流配送能力等都提出了
更高要求，一旦公司在上述领域的配置无法匹配新市场开拓的规模或速度，则可能
对公司的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六）产品结构单一的风险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包括饼干及花生酱。 报告期内，公司饼干产品贡献的销售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2.61%、83.16%及 85.13%， 贡献的毛利占主营业
务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93.10%、92.94%及 99.41%。 公司的经营业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饼干产品的销售情况，如果未来该领域竞争加剧，或者该行业市场环境发生系统性
不利变化，抑或消费者认可度或口味发生重大改变，均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绩
带来不利影响。

1992 年 9 月 16 日，青岛市体改委作出《关于对设立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青体改发（1992）33 号），同意设立“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为股份所有制形
式，采取定向募集方式募集股份。1992 年 11 月 2 日，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作出
《关于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定向募股的批复》（青银复（1992）128 号），同意青
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按批准的章程在原青岛食品厂全部净资产折股的同时， 定向
募集企业法人股 320 万元，公司职工个人股 474.45 万元。
公司设立时，其股份由集体股、其他法人股、公司内部职工股组成，股本总额

于社会秩序的常态运行。 倘若突发公共事件影响了公司经营所处上下游和外部环境

持股比例
62.33%
1.85%

1, 100, 000

1.65%

4

青岛欧森海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 067, 000

1.60%

5

3

深圳万牛五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2, 769

0.15%

6

山东康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1, 940

0.09%

7

中阅资本管理股份公司－中阅鸿利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8, 400

0.03%

8

广汉市秦南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0.02%

15, 500

9

深圳市天使卓越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000

10

北京元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 000

0.02%

11

厦门明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000

0.02%

0.02%

12
13

南京支点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4, 400

0.01%

14

青岛西思特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 000

0.01%

15

中阅资本管理股份公司－中阅鸿利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 700

0.00%

16

北京顺势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顺势达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2, 000
基金

0.00%

17

天信财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 家企业法人以现金出资认购， 共计 320 万元， 占比 6.58%； 公司内部职工股由
1,642 名公司员工以现金出资认购，共计 474.45 万元，占比 9.75%。
1992 年 11 月 12 日，山东青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请验资报告表》，验证青食

杭州宝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股份实有资金总额为 4,864.45 万元。
16358045-x）；营业执照载明公司名称为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为青岛市市
南区云南路 127 号；注册资金 4,864.45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为旭；经营范围为：饼
干面食，巧克力，糖果，花生制品，豆制品，婴幼儿保健食品，方便食品，冷食系列产
品；兼营：本厂生产的出口和本厂生产自用技术、设备、原材料的进口业务。

的一般状态，例如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的开工延期、交通受限、集中性交易场

产办下发的《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
“
股份制试点企业的组建，由国家体改委或省、

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自治区、直辖市体改部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审批。 ”

十、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根据 1992 年 5 月 15 日由国家体改委下发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公司

8, 000

0.01%

2, 000

0.00%

45, 136, 831

67.82%

上述非自然人股东中，6 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均已完成私
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 / 登记手续；其余的 11 名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的规定办理备案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1、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非自然人股东
基金备案情况

基金的管理人名称

基金管理人登记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登记编号

登记日期

1

深圳万牛五期股权
投资企业 （有限合 SR2797
伙）

2017-02-22

深圳市诺涵投资有限公司

P1010448

2015-04-10

2

中阅鸿利 1 号私募
SEL672
证券投资基金

2018-09-13

中阅资本管理股份公司

P1065164

2017-09-28

3

杭州宝铸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SEB459
伙）

2018-09-20

杭州宝升资产管理有限公
P1068187
司

2018-05-22

2017-01-25

根据 1992 年 5 月 15 日由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务院生

所关停以及海外市场需求下降等情形， 则将会对公司的生产和销售带来不利影响，

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提示投资者关

持股数量（股）
41, 481, 522
1, 231, 600

产部分）40,702,671.49 元折股形成，共计 4,070.00 万元，占比 83.67%；其他法人股由

1992 年 11 月 21 日， 青岛市工商局向青食股份核发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售渠道。 作为日常消费品行业的参与者，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绩在一定程度上依赖

股东名称
华通集团（SS）
青岛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864.45 万元，其中集体股由青岛食品厂全部账面净资产（含日清公司属食品厂资

（七）
“
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引致的风险
公司系食品制造业企业，上游为农产品加工业，下游为对接终端的各类食品销

序号
1
2

可以采取发起方式或募集方式设立……募集方式包括定向募集和社会募集两种。

备案编号

备案日期

注本招股意向书已披露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毕马威

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公司发行的股份除由发起人认购外，其余股份不向社会公

4

深圳市天使卓越私
募股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注

-

深圳市天使卓越私募股权
P1061258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21 年 1-6 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众公开发行，但可以向其他法人发行部分股份，经批准也可以向本公司内部职工发

5

中阅鸿利 3 号私募
SGX586
证券投资基金

2019-10-15

中阅资本管理股份公司

P1065164

2017-09-28

阅。 经审阅，2021 年 1-6 月，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19,668.69 万元，净利润为3,417.39

“
定向募集公司内部职工认购的股份，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额的百分
行部分股份”，

6

顺势达 1 号私募证
S68727
券投资基金

2015-08-28

北京顺势达资产管理有限
P1014742
公司

2015-05-0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3,123.4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之二十。 ”

审计，不构成盈利预测）。

青食股份的定向募集设立经副省级单位青岛市体改委审批， 亦经中国人民银
单位：万元

行青岛市分行批准，设立时其股份向其他法人和内部职工发行，未向社会公众公开
发行，且内部职工股比例小于百分之二十。 因此，青食股份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

项目

2021年 1-6 月

2020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9, 668.69

23, 626.16

变动幅度
-16.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 417.39

3, 995.40

-14.47%

符合《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有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3, 123.45
利润

3, 341.38

-6.52%

权机构审批程序。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一）2021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下滑是 2021 年上半年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

公司发起人为青岛食品厂，公司设立时青岛食品厂的基本情况如下：

2021 年一季度，由于全国多地在春节前出现疫情反复，各地疫情防控措施的出
台及人民群众自发的“
就地过年”倡议使得 2021 年春节返乡人流大幅减少。 根据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的数据，2021 年春运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
发送旅客约 8.7 亿人次，同比 2020 年春运期间下降 40.8%。 另一方面，青食股份的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 451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为旭

经济性质

集体

住所：

青岛市市南区云南路 127 号

经营范围：

关产品在山东地区常作为假期馈赠和亲友聚会之所用， 随着返乡人流的大幅减少，
下游需求相应下降，客户销售情况低于预期，从而导致春节后客户向公司采购的金

糕点、饼干、糖果、花生制品、豆制品、冷饮、化学稀、土豆片、断奶产品、方便食品的制造

发起人青岛食品厂于 1992 年 11 月 11 日提交 《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后
进行了注销。

额相对减少。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相比较而言，2020 年农历春节较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公司经销商已经基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本完成了备货， 且春运客流也已经基本完成了返乡，2020 年疫情对公司向下游的销
售影响较小。 同时，在疫情爆发后的前期，基于不确定性，消费者采购食品储备家用
较多，在山东地区常作为百姓早餐的公司钙奶并购等产品的终端销售情况良好。 随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6,655.00 万股， 假设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全部为新
股发行，不存在老股转让的情况，则发行后总股本 8,875.00 万股，预计发行股份数
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1%。

着 2020 年三月全国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后公司亦加大营销力度，下游消费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端也迎来进一步反弹。 总体来看，2020 年一季度公司业绩受当年爆发的“新冠疫情”

发行前

股东名称

之影响较小。

发行后

持股数（股）

股权比例（% ）

持股数（股）

股权比例（% ）

华通集团（SS）

41, 481, 522

62.33%

41, 481, 522

46.74%

青岛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 231, 600

1.85%

1, 231, 600

1.39%

一季度的业绩受外部影响相对更为明显。 2021 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较 2020 年一

山东康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 100, 000

1.65%

1, 100, 000

1.24%

季度下降达到 20.5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下降 13.78%，是 2021 年上半年公司业绩

青岛欧森海事技 术服务 有 限
1, 067, 000
公司

1.60%

1, 067, 000

1.20%

下降的主要原因。

其他股东

21, 669, 878

32.57%

21, 632, 478

24.42%

预计发行股份

-

-

22, 200, 000

25.01%

合计

66, 550, 000

100.00%

88, 750, 000

100.00%

因此，基于不同年份春节期间的疫情发生时点及防疫政策的差异，公司 2021 年

（二）2021 年第二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下滑幅度已经明显收窄
因下游仍需一定时间消化 2021 年一季度受疫情反复及返乡限制影响而产生的
一定库存，因此 2021 年第二季度公司业绩仍然有所下降，但整体下降幅度未明显扩

（二）前十名股东
本次公开发行前发行人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见下表：

20.5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610.22 万元，同比下降 13.78%。 2021 年第二季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175.65 万元，虽然受一季度拖累公司第二季度的营业收入

1

华通集团（SS）

41, 481, 522

62.33%

2

青岛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 231, 600

1.85%

3

山东康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 100, 000

1.65%

4

青岛欧森海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 067, 000

1.60%

仍然较 2020 年同期的 11,676.31 万元下降 12.85%，但同比降幅较一季度的 20.56%已
经明显收窄，且营业收入相比一季度呈现上升态势，环比增幅达到 7.19%，同时，2021
年第二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807.17 万元， 环比亦有所上升， 达到
12.23%。 因此，虽然 2021 年上半年公司业绩有所下降，但第二季度相比第一季度下
降幅度已经明显收窄，业绩逐步进入回升通道。
（三）2021 年 1-9 月业绩预计情况
由于 2021 年上半年公司收入下滑达到 16.75%，且 2021 年三季度疫情仍有反复

5

王莉

871, 200

1.31%

6

毛剑东

440, 000

0.66%

7

刘竹轩

426, 010

0.64%

8

孙奥

360, 114

0.54%

9

穆桂华

304, 400

0.46%

10

王红梅

300, 000

0.45%

47, 581, 846

71.50%

合计

31,883.68 万元，同比下降 16.61%至 13.49%；谨慎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5,053.18 万元至 5,373.56 万元，同比变动幅度为 -16.65%至 -11.37%；谨慎预计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451.82 万元至 4,772.19 万元，
同比变动幅度为 -16.15%至 -10.12%，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9 月

2020年 1-9 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30, 733.68 至 31, 883.68

36, 855.43

-16.61% 至 -13.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 053.18 至 5, 373.56

6, 062.80

-16.65% 至 -11.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4, 451.82 至 4, 772.19
的净利润

5, 309.54

-16.15% 至 -10.12%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或审阅，不构成盈利预测

本次公开发行前发行人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在公司担任的职务

1

王莉

871, 200

1.31%

无

2

毛剑东

440, 000

0.66%

无

3

刘竹轩

426, 010

0.64%

无

4

孙奥

360, 114

0.54%

无

5

穆桂华

304, 400

0.46%

无

6

王红梅

300, 000

0.45%

无

7

刘琼钰

295, 620

0.44%

无

8

吴洪刚

225, 000

0.34%

无

9

仲小雯

220, 000

0.33%

无

10

周云龙

220, 000

0.33%

无

3, 662, 344

5.50%

-

合计

（四）国有股权管理情况

（四）公司核心业务、经营环境、主要指标等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的核心业务为饼干与花生酱等休闲食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公司系国内
区域性饼干龙头企业，产品在山东地区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较为
深厚的消费基础积累，报告期内及 2021 年上半年，公司饼干和花生酱销售未发生实
质变化或遭受停滞，主要产品钙奶饼干的产能利用率和产销量总体较高。 公司产品

2020 年 6 月 18 日，青岛市国资委下发《青岛市国资委关于青岛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批复》（青国资委[2020]96 号），原则同意公司国有股权管
理方案。 公司总股本为 66,550,000 股，其中华通集团持有 41,481,522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62.33%，需加注国有股东标识（SS）。
（五）本次发行前十大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所在行业的产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进出口业务未受到重大限制，税收政策未出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前十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现重大变化，业务模式及竞争趋势未发生重大变化，行业不存在周期性调整。 预计

（六）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2021 年全年上述情况亦不会改变，因此，公司核心业务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饼干业务的上游主要为面粉、糖类制造业，花生酱业务的上游主要为花生
种植、加工业。 目前，公司所处行业之上游行业健康发展，市场供应充足，能够确保饼

发行前股东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东的承诺详见招股意向书
“
重大事项提示”之“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七）发行人申报前一年引入新股东情况

干及花生酱行业发展所需原材料的稳定。 报告期内及 2021 年上半年，公司上游原材
料市场价格有所上涨， 但上涨幅度总体处于合理可控范围， 公司亦通过 2020 年 11
月的产品价格调整基本有效消弭了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公司上游经营环境在报
告期内及预计在 2021 年全年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主要产品饼干作为日常消费品，其市场需求与国家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消
新冠疫情”影响
费水平息息相关。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2020 年，在“

发行人 2018 年 3 月在新三板挂牌， 除 2020 年 5 月益青公司和经开投所持青
食股份所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华通集团外， 发行人申报前一年的新增股东均系通过
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在新三板买卖股票所产生，且金额和持股比例均较低。华通集团
受让发行人股份已履行相关内外部审批手续， 其余股东的交易均系通过二级市场
进行，有关股权变动均系双方真实意思之表示，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新股东具
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
2020 年 5 月， 华通集团受让益青公司及经开投所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如

下，国内生产总值仍保持增长，达到 101.60 万亿元，同比上升 2.30%。 2021 年上半年，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 14,566 元，同比增长 16.67%，预计 2021 年全年国民

下：
1、华通集团的基本情况、入股原因、入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经济仍然稳步发展，公司下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1）华通集团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及 2021 年上半年，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

华通集团的基本情况详见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七、发起

转率、存货周转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息保障倍数和每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等主要财务指标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预计 2021 年全年上述指标亦不会发生重

656 家，对应的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317.33 亿元。对于这些优势企业，其产品往往有
较为清晰的定位，在行业发展中其市场占有率亦不断提升。
2018 年，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饼干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按照企业规模、主营业务收入及其增长速度、利税增长率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三）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

态势，因此预计 2021 年 1-9 月公司收入仍然将受 2021 年上半年的拖累及疫情反复
的影响而有所下降。 公司合理预计 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30,733.68 万元至

截至 2019 年， 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000 万元的规模以上饼干生产企业数量达到

评选出“
2018 年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行业（饼干）十强企业”，发行人名列其中，上

的最终持股数量以实际发行股份数量计算为准。

2021 年第 一 季 度 ， 公 司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9,493.04 万 元 ， 较 2020 年 同 期 下 降

维护和客服管理等服务。为保证第三方公司的服务质量，公司在与其签署的服务外
包合同中制定了销售计划，若在约定期限内能够完成，公司将在固定金额的服务费
基础上另行支付销售佣金。
3、国内 OEM 销售模式
国内销售中，目前公司仅以 OEM 模式为上海三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花生酱。
公司与上海三添食品有限公司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在每年度签署的委托生产
加工合同中对产品价格、质量标准进行了详细约定。公司在收到客户订单后组织生
产并负责将产品配送至指定仓库中。公司与上海三添食品有限公司实行按月计算，
以每月 25 日为对账日，客户于收到公司发票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付款。
4、国外经销模式
（1）国外中性包装销售模式
公司在向菲律宾、日本、韩国销售花生酱时采取中性包装的方式，在产品包装
上既不标明生产国别、地名和厂商名称，也不标明商标或品牌。 公司会与客户签署
销货合同，明确约定产品规格、单价、数量、付款方式及保险等条款。 报告期内，公司
采取中性包装销售的国外客户未发生变化。 公司在该模式下基于成本与不同客户
协商确定销售价格。
（2）国外自主品牌销售模式
2018 年以来，公司开拓经销商在西班牙销售自有品牌“海友”花生酱，在韩国
销售自有品牌“
青食”钙奶饼干，金额较小。
5、国外 OEM 销售模式
公司以 OEM 模式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销售花生酱，向日本销售果脯巧克
力等产品。其中，花生酱由公司自主采购、自主生产，而果脯巧克力采用来料加工的
方式，由客户提供糖纸、巧克力，公司采购果脯和包装箱。公司在该模式下基于成本
与不同客户协商确定销售价格。
6、物流配送
对于青岛市内的 KA 客户，公司主要安排自有车辆完成配送。 对于除青岛市内
KA 客户之外的其他国内客户，公司主要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将产品运送至客户指
定的仓库地点，物流费用由公司承担。 运输过程中非不可抗力导致的货物丢失、变
质、污染等，由物流公司进行赔偿。 部分客户出于应急采购少量产品也会前往公司
自提。
对于国外客户， 不同的结算模式， 运输费与保险费用有不同的承担方。 采用
FOB 方式结算的，运输费及保险费由客户承担；采用 CIF 方式结算的，运输费与保
险费由公司承担；采用 CNF 方式结算的，运输费由公司承担，保险费由客户承担。
（四）所需主要原材料
对面粉、花生仁、花生油、白砂糖等大宗原材料，公司实行招标采购的方式。 公
司首先会根据采购计划以及对原材料市场走势和波动情况的判断， 确定当期招标
采购的原材料数量，继而邀请经考核认可的合格供应商参与投标，最后与中标供应
商确定采购价格并签订合同。对于其他原材料，公司一般采用多方询价的方式进行
采购，经参考市场行情与选定的供应商协商后确定采购价格和数量。
（五）行业竞争情况
我国饼干行业经营主体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较低，市场竞争较为充分，行业
内仍存在较多生产加工规模小、技术装备水平落后、产品标准和质量控制体系不完
善的小微型企业。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部分饼干生产企业采取差异化定位策略来争夺细分市
场份额。差异化定位能加深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印象，更有益于企业构建品牌壁
垒，从而可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未来，行业参与者对于市场需求的把控以及新
品研发能力将进一步影响行业内竞争格局和市场占有率。
目前，我国饼干行业内已形成部分具有品牌优势或区域优势的饼干生产企业，
其生产机械化程度、质量控制、新品研发、销售网络、市场认可度等相较于小微型企
业均有着明显的优势，且马太效应明显。 根据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数据，

述十家企业分别为：亿滋食品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天津顶园食品有限公司、
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青岛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嘉士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美代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美丹
食品有限公司。
（六）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自设立以来专注于从事饼干与花生酱等休闲食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是
国内区域性饼干龙头企业，产品在山东地区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公司
是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认定的“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行业（饼干）十强企
业”，也是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联合发布的国家标准——
—《饼干》（GB/T 20980-2007）的起草单位之一，在国内
饼干行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五、与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商标
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公司共拥有 25 项境内注册商标，均为青食股份申请
所得，具体情况如下：

注：此表根据公司本次发行 2,220 万股新增股份计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各股东

大，且总体趋势向好。

人、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2）华通集团受让发行人股份的相关情况

大不利变化。
综上所述，公司的核心业务、经营环境、主要指标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021

华通集团系以无偿划转形式受让益青公司及经开投所持有发行人的全部股

年上半年，因疫情反复导致春节期间返乡人流有所减少，公司收入有所下降，但仍然

份， 本次无偿划转转让的基本情况详见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

达到 19,668.69 万元， 同时扣非归母净利润仍然达到 3,123.45 万元， 下降幅度仅为

“
三、发行人的股本形成及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之“
（二）发行人设立后股本总

6.52%， 同时预计 2021 年 1-9 月公司收入的下降幅度将较 2021 年上半年进一步收

额及股权结构变化”之“
15、2020 年 5 月，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旨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减少股权层级架构。本次股权转让

窄，公司的经营业务和业绩水准仍处于正常状态。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

发行股数、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2, 220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 ，现有股东不公开
例：
发售股份
发行价格：

注：深圳市天使卓越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
2、非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非自然人股东
其余 11 名非自然人股东均未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投资基金，
其投资资金均由各自股东认缴， 没有向股东以外的其他投资者募集资金， 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定义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备案登记。
（十一）发行人关于股东信息披露情况的专项承诺
发行人就股东信息披露情况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股东均具备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
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或其他权益的情形；
三、本公司股东不存在以本公司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饼干与花生酱等休闲食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包
“青食”品牌休闲饼干和“
海友”品牌花生酱，同时公司亦通
括
“青食”品牌钙奶饼干、
过 OEM 模式代工生产少量花生酱产品。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为区域性饼干龙头企业， 产品在山东地区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
度。 公司主要自主品牌产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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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股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 2020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按 2020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7.00 元（按 2020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 2020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式为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
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
详见“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之“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安排

采用无偿划转的方式， 根据 《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产权
〔2005〕239 号）的相关规定，由华通集团对本次无偿划转事项进行批准，并抄报同级
国资监管机构，履行了相关程序。
2、华通集团与发行人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
除发行人董事孙明铭、焦健，发行人监事宁文红于华通集团任职以外，华通集
团与发行人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华通集团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的关
联关系
华通集团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4、华通集团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形
华通集团已就持有发行人股份权属出具承诺：“本公司真实持有发行人的股
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代持的情形。 ”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股份形成及规范过程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清晰，历史沿革和现有股东股权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或风险隐患，且不存在代持情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2, 451.31 万元，其中：（1）保荐及承销费用：1, 440.91 万元；（2）审计及验资费
用：355.85 万元；（3）律师费用：146.23 万元；（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71.70 万元；（5）
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等其他费用：36.63 万元。 （上述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费用， 总额与明细项
目加总之和的差异系尾差因素造成）

形。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等事项补充确认的批复》（青政函[2021]47 号）亦确认，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5、华通集团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华通集团已就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已出具承诺，详见招股意向书“重大事项
提示”之“一、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之“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发行人名称（中文）：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名称（英文）：

Qing da o F oods Co., Lt d.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 65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仲明

设立日期：

1992年 11 月 21 日

住所：

青岛市李沧区四流中支路 2 号

邮政编码：

266041

联系电话：

0532-8463 3589

传真号码：

0532-8466 9955

互联网网址：

w w w .q dfood.com

电子信箱：

ir@q dfood.com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控制人承诺”。
（八）现有股东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有关对赌协议或
其他特殊安排的情况
发行人现有股东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不存在对赌协
议或其他特殊安排。
（九）本次发行中介机构负责人及其签字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中介机构负责人及其签字人员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十）私募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已确权的股东中非自然人股东持股情
况见下表：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在国内市场，公司建立了以经销模式为主，直销模式与 OEM 模式为辅的营销
网络，一方面公司积极利用优质经销商资源，实现区域市场的高效覆盖，另一方面，
公司加强与大型连锁商超合作，利用其终端门店优势，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升品牌
知名度。同时公司顺应线上消费的大趋势，借助自有平台与第三方平台为消费者构
建了方便、快捷的购物渠道。除此之外，OEM 模式也是公司国内市场花生酱产品销
售的有益补充。在国际市场，公司一方面通过与国际贸易商合作进行花生酱及少量
饼干产品的销售， 另一方面公司也通过 OEM 的模式为客户代工生产花生酱及果
脯巧克力。
1、国内经销模式
国内经销模式是指公司与国内经销商签订年度经销合同， 由经销商在双方经
销合同约定的框架内，根据销售需求向公司下达订单，由公司负责生产、运输并将
货物销售给经销商，经销商将产品销售给客户的买断式销售模式。
在国内市场，公司发展经销商负责部分直营大型连锁商超、地区连锁超市、小
型超市、便利店、批发市场、部分网络平台等渠道的销售。
2、国内直销模式
公司国内直销模式主要包括 KA 客户销售和网络销售。
（1）KA 客户销售
KA 客户即重点零售客户（Key Account）。 KA 客户销售指公司直接与部分大中
型商超签订销售合同达成购销关系，并约定供货方式、结算方式等的直销模式。 公
司的 KA 客户主要包括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潍坊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等。 公司对 KA 客户执
行相同的定价政策。
（2）网络销售
公司的线上销售渠道主要包括 4 个，分别为自行开设的青食商城，以及在第三
方平台设立的青食天猫旗舰店、 青食淘宝企业店和青食京东旗舰店， 均采取 B2C
的运营模式，各线上平台均销售“青食”品牌钙奶饼干、“青食”品牌休闲饼干和“海
友”品牌花生酱。对于网络销售，公司委托专业的第三方公司负责线上平台的运营、

注：注册号为 1591143 的商标已续期，期限为 2021.06.21-2031.06.20。 注册号为
1591246 的商标已续期，期限为 2021.06.21-2031.06.20。
( 下 转 C22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