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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 掌舵金禾实业 接棒甜蜜事业

证券时报记者 童璐

金禾实业（

002597

）持续铺垫了

六年的“新老交接”，正式从“暗线”

转成了“明线”。 在不久前召开的金

禾实业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皮肤黝黑、声音洪亮的杨迎春宣布，

不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 在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并

随后召开董事会会议后，生于

1989

年的杨乐履新金禾实业董事长，正

式走向台前。

“第四届董事会和我个人的历

史使命都已经圆满完成。接下来，公

司的事情要靠年轻人干， 让有朝气

的人干。 ”杨迎春说。

某种程度上， 这是中国民营企

业在代际交接， 寻求持续发展的缩

影。 受邀参与证券时报·

e

公司微访

谈时，杨氏父子表示，接下来，金禾

要“扬长避短”，开启一场“不求更

快，但求更好的高质量发展”。

六年筹划“交接班”

食品添加剂龙头金禾实业的管

理总部， 设在精细化工园区边一栋

1992

年建成的四层砖混小楼里。旧

办公楼和园区内近几年新上的自动

化设备映衬出独特的秩序井然，和

这家的团队状况相仿。

新一届董监高中， 杨乐接任董

事长是最大变化， 总经理夏家信兼

任副董事长； 剩下

4

名非独立董事

都是

1970

年前后出生，从生产业务

一线磨砺出来的中流砥柱。 公司原

财务总监兼董秘仰宗勇任监事会主

席，加强对公司合规、财务及各项运

营方面的监督， 提升监事会的监督

力量。 同时， 副总经理数增加至

8

人，其中

2

名是

80

后。

身着蓝色工服、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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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杨

乐和人们想象中的“富二代”不同。他

从小在来安化肥厂 （金禾实业前身）

职工大院里摸爬滚打，直到父亲杨迎

春成了厂长， 也没觉得家里富裕。

2010

年本科毕业时，公司还没上市。

后来从美国读完金融硕士回国，在某

券商投行上班获得第一份工作，刚在

上海租了房子， 还没住上一礼拜，就

被派到了外地的并购项目上。

“当初都是一起做材料的兄弟，”

不止一位曾经和杨乐在投行共事的

证券业人士跟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

“吐槽”，“杨乐辞职前，我们根本一直

不知道他家还有个上市公司。 ”

“接班”不是原定计划，而是巧

合推动下的抉择。

2013

年，杨乐带

着“投行思维”将自己在工作中结识

的某技术团队引荐给他的父亲，看

看集团要不要进行财务投资。 但杨

迎春却鼓励儿子大胆拍板：“既然项

目不错，那你就放开手脚自己干！ ”

到

2016

年，这家初创公司在新三板

挂牌，杨乐是创始人及董事长。

市场往往担心做实体企业的被

金融的高收益景象所迷惑， 但杨乐

却反过来从金融走到了实业。“实体

经济更有意思，尤其是做化工企业，

化学是一门认识、 创造新化合物的

科学”，另一方面，两年间见识了形

形色色的并购重组后， 杨乐对资本

市场生出了一分敬畏谨慎之心。 他

表示， 金禾会专注主业，“如果未来

有并购， 也是以主业为目的做的并

购重组、再融资，我们会把握好这个

事情”。

2013

年，杨乐开始在金禾担任

总经理助理；

2014

年， 杨迎春将持

有的金瑞集团近半股权转让给杨

乐， 上市公司实控人从杨迎春个人

变为杨氏父子，杨乐进入董事会。到

了

2017

年， 杨乐成为副董事长，父

亲杨迎春则退后一步， 重点抓安全

环保整改、 三氯蔗糖技改和定远项

目建设，对外逐渐淡出。

这筹划接班的六年中， 除了带

立光电子走上正轨， 杨乐在金禾实

业内部主要做了几件事： 一是从公

司

ERP(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入手，

逐步导入

SAP

、

OA

、

SRM

系统等，在

2~3

年内将公司的信息化建设带上

正轨，告别“纸笔时代”，第二是主导

成立公司战略发展部。

研发加码

“做企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很辛苦。但下一代如果愿意接、有能

力接，我觉得父辈不用恋战，迟交班

不如早点。”杨迎春爽直向记者回应

了外界的疑惑。 他称今后不参与具

体决策，不去一线指挥，但“要看到

有不对的地方， 肯定还是要第一时

间指出来”。

作为金禾实业乃至全集团灵魂

人物， 杨迎春的命运也是在

30

岁左

右出现转折。 弃政从商后，杨迎春从

技术分厂、 生产科到

1997

年底正式

担任濒临倒闭的来安化肥厂厂长。在

他推动下，公司从低毛利率的化肥和

基础化工产品进入高毛利的精细化

工领域， 不断琢磨产业链上的新产

品。 继甲、 乙基麦芽酚产品后，

2005

年德国

Nutrinova

安赛蜜专利到期，

早已提前中试成功的杨迎春立即上

马了大规模的安赛蜜生产线。

如今， 金禾实业已经打败所有

对手，成为年产

1.2

万吨、直接供货

全球顶尖食品企业的安赛蜜寡头，

占据超过

60%

的市场份额。 公司在

2014

年开始研发安全性更高的第

五代甜味剂三氯蔗糖， 目前也是三

氯蔗糖的领军者。

公司

2011

年上市首年营业总

收入

22.84

亿元，净利润

1.82

亿元。

到去年营业收入

41.33

亿元， 净利

润达到

9.12

亿元，金禾是

A

股盈利

能力最强、 增长最稳的细分行业龙

头之一。

但杨氏父子明白， 且不论和杜

邦、陶氏等国际巨头，还是和国内的

MDI

龙头万华化学相比，金禾在市

场资源、技术储备、运营管理和人才

队伍等各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都需

要努力更上一个台阶。 未来

3~5

年， 金禾要把公司拳头产品或产品

集群增加到

5

个， 再开拓

1

到

2

个

新业务板块，具备冲刺“百亿产值”

和“化工企业第一方阵”的实力。 再

向后看更远， 金禾旨在转型为一家

“用化学和生物技术，为下游的客户

持续提供解决方案， 并实现一体化

经营的公司”。这意味着公司营业收

入要比

2018

年翻番，研发技术上更

要加码。

金禾实业总经理夏家信觉得，

杨迎春、 杨乐父子在性格等各方面

都很相像，“不懂的东西他们都不轻

易碰，认准了就要做下去，只是小杨

总的管理风格、 理念可能现代一

些”。 今年，金禾计划新上

2

个产业

链上的香精香料和中间体产品，新

项目都来自战略发展部， 前期调研

已经用了几年。

两代管理层的磨合还在继续，

最大分歧还是在对战略布局投入

上。 “上一代创业维艰，每一分钱都

来之不易， 不愿意把资金投入到一

些暂时看不到收益、 甚至有一些风

险的长远布局上去。 但现在企业有

一些资金积累了， 可以做一些战略

储备了”。 杨乐觉得，新一代得学会

“如何有效地花钱”， 把真金白银用

在对未来有影响的“刀刃”上。 有时

他也会反省： 自己是否需要多一些

父亲的“雷厉风行”？

死守“生命线”

“我再干五年当然也行，但从企

业长远发展看， 现在交班正是好时

候”。杨迎春坦言：过去

20

多年，金禾

实业沉淀出不怕苦不怕累、精益求精

的“工程师文化”，一路拼杀成为行业

龙头，但从地方国企氮肥厂一路改制

走来，积弊在所难免。 他希望杨乐磨

砺出一支“鲇鱼”似的新队伍，二次创

业打开公司成长的新空间。

在产品扩张和份额争夺上，金

禾一直就是条不安分的“鲇鱼”。 作

为安赛蜜领域的绝对龙头， 对于能

否在三氯蔗糖项目上复制过去的

“寡头”经验，公司颇有信心。

一方面， 随着安全环保监管趋

严和化工行业投资门槛越来越高，

新进入者有限，另一方面，金禾在生

产工艺和技术方面有着长年的积

累， 以及搭建了完善循环经济产业

平台，并且具有较好的环保处理、安

全监管设施， 公司通过技术研发和

循环经济的综合优势降低产品成

本， 通过成本的下降带动市场价格

的下降。

“我们不是为了打价格战，降价

的目的， 在于给客户带来新的增量

需求和更优质的产品， 推动产业升

级”。 在很多问题上，杨氏父子的观

点相同。

“

3

·

21

日响水事件后，化工企

业的老板个个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杨迎春说， 安全环保是化工企业关起

门来最大的事情，“金禾离县城中心还

不到

7

公里，要是有一点风吹草动，出

了问题，就做不下去了。 ”去年，杨迎春

亲自主导公司的装置升级换代， 淘汰

落后产能，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

备提高装置自动化程度。 公司还在厂

区升级和增加了泄漏报警系统和远程

液位控制仪及摄像视频监控， 仅此一

项，就花了上千万。去年全年在环保上

的投入超过

2

亿元。

“打好安全环保的攻坚战，尽可能

避免一切的‘人祸’。 如果这个问题解

决掉，只要不犯错误，我觉得至少十年

内化工企业都会有比较好的发展。 ”杨

乐把安全环保视为 “化工企业最重要

的生命线”。

这点也能管窥这对父子之间的互

补。“响水爆炸”发生后，杨乐考察了杜

邦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DSS)

”。 他表

示，除了硬件提升外，金禾实业正在筹

划通过安全体系和安全文化导入来改

善化工企业的工作场所安全、 降低运

营风险、提升运营效率、推动技术和管

理创新， 提升全体员工在安全方面的

意识。

“安全环保是不容突破的底线和

生命线。如果出了人命事故，企业盈利

又有什么意义？ ”这位

30

岁的金禾实

业新掌门人如是说。最近，他的书架上

多了一套 《注册安全工程师》 培训教

材，和《京瓷哲学》等管理类书籍一起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这句话， 在老掌门人杨迎春的话

语体系里，叫做“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

值”。 这场企业发展的长跑接力赛中，

新老掌门人的表达方式虽然不同，但

传承的价值观和文化，还是统一的。

科创板受理企业增至84家

港股玻尿酸生产商现身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4

月

18

日晚间，科创板受理企业名单新增

3

家，累计已受理企业总数升至

84

家。 截至记

者发稿，当晚有热景生物、华熙生物、方邦电子

和泰坦科技转入已问询状态， 累计已问询企业

数量为

57

家。

新增受理的企业分别为万德斯、 久日新材

和昊海生科， 三家公司上市标准均选择了标准

（一），其中昊海生科为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

来自上海的昊海生科是一家应用生物医用

材料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进行医疗器械和药品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公司完成

了以医用透明质酸钠

/

玻璃酸钠和医用几丁糖

为代表的可吸收生物医用材料的行业重组，实

现了创新基因工程药物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的

产业化。在整形美容领域，公司是国内第二大外

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生产商以及知名国产玻

尿酸生产商。

昊海生科还曾于

2015

年

4

月在联交所主

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06826.HK

”，

4

月

18

日

报收于

59.15

港元，总股本

1.6

亿股，市值

94.67

亿港元。 此次公司预计融资

14.84

亿元，拟投向

国际医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2018

年，昊海生科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

别为

15.58

亿元、

4.55

亿元。

2016

年

~2018

年公

司研发费用占比分别为

5.49%

、

5.64%

、

6.12%

。

股东方面， 蒋伟和游捷夫妇合计持有公司

49.81%

股份，为实际控制人。

来自南京的万德斯主要提供先进环保技术

装备开发、系统集成与环境问题整体解决方案，

主营业务聚焦垃圾污染削减及修复业务、 高难

度废水处理业务等， 是国内专业化程度较高的

环保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万德斯拟融资

5.36

亿元，拟投向环保装备

集成中心及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

金。

2016

年

~2018

年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

比重分别为

6.33%

、

3.89%

、

4.03%

。

万德斯实际控制人为刘军， 直接持有公司

13.1%

股份， 且持有控股股东万德斯投资

70%

股份，实际支配公司表决权比例达

63.61%

。

来自天津的久日新材主要从事系列光引发

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全国产量最大、品种

最全的光引发剂生产供应商， 光引发剂业务市

场占有率约

30%

，在光固化领域具有全球影响

力。公司成立于

1998

年，前身为久日化学，其于

2012

年

9

月挂牌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至

2013

年

4

月，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交易。

久日新材本次预计融资

13.95

亿元， 拟投向

年产

87000

吨光固化系列材料建设项目、光固化

技术研究中心改建项目。

2016

年

~2018

年公司研

发费用占营收比分别为

3.97%

、

3.91%

、

4.3%

。

久日新材董事长、 总经理赵国锋持有公司

23.70%

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太平洋证券持

有公司

1.69%

股份，位列第十大股东。

童璐/供图

科迪乳业

(002770)

在宣布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而停牌一周后，

4

月

17

日晚间发布本次重组的交易预案，拟以

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科迪速冻

100%

股

权，作价

14.8

亿元。这是科迪乳业

2018

年

11

月终止重组项目后， 选择有利时

机再次启动收购科迪速冻相关事宜，科

迪速冻在速冻食品行业具有较高的知

名度，盈利能力较强，本次交易完成后，

科迪速冻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公司将在乳制品之外增加新的业绩

增长点。

与此前交易方案相比， 本次交易方

案更加完善， 调整了以现金为支付方式

的部分， 改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

交易对价，并且不再募集配套资金，更有

利于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在当前有利的

环境下将加速公司转型升级， 积极推动

公司的长远发展。

科迪速冻发展提速，优质

资产再谋注入上市公司

科迪乳业最早于

2018

年

2

月开始筹

划收购科迪速冻，并于

2018

年

5

月首次披

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在推进此次重组

期间，公司及交易对方面临的外部环境，

特别是资本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连锁影响导致重组进展较为缓慢， 截至

2018

年

11

月

23

日， 预案中以

2018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财务资料已经超过有效

期， 因此公司当时决定终止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科迪速冻系科迪乳业控股股东科迪

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销

售速冻食品， 为国内速冻米面行业先驱

企业，早在

1995

年就已经在央视推出了

科迪汤圆的广告， 为国内广大消费者熟

知， 具有较高的消费者认知度和市场影

响力。近年来科迪速冻业绩增长较快，发

展势头较好，

2016

年、

2017

年销售增长

率分别为

51.04%

、

32.13%

，

2018

年

6

月

发布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中预测其

2018

年度

-2021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10,

200

万元、

11,600

万元、

12,300

万元、

12,

700

万元。 因此，科迪速冻作为优质资产

注入上市公司， 将有利于拓展上市公司

业务领域， 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抗

风险能力。

根据

2019

年

4

月

17

日晚间发布的

重组预案，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标

的公司科迪速冻

100%

股权预估值为

14.8

亿元，暂定为交易价格。交易各方同

意，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北京亚

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

评估报告》 列载的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

日的价值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

与此前交易方案相比， 标的最新价

格略高于

2018

年

6

月发布方案中的

14.59

亿元。据了解，这与

2018

年科迪速

冻进一步加快发展速度有关， 最新重组

预案显示科迪速冻

2018

年前三季度已

实现营业利润

12,561.87

万元， 已高于

2017

年全年的营业利润 （

12,322.79

万

元），前三季度净利润数据也高于此前预

测的

2018

年全年扣非净利润数据，全年

完成业绩目标有望。随着盈利能力增强，

科迪速冻偿债能力在不断改善， 按照其

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资产负债率已从

2017

年末的

70.89%

降至

2018

年末的

67.08%

。

目前， 科迪速冻已形成健全的全国

市场网络， 并在巩固发展传统渠道的同

时，加快发展现代渠道和乡镇农村渠道，

形成主导型的市场网络。

优化资源配置， 维护科迪

乳业及全体股东权益

科迪速冻作为科迪集团控股子公

司，与科迪乳业属于关联企业，本次交易

完成后， 科迪速冻将成为科迪乳业的全

资子公司，有利于整合上市公司资源。

科迪速冻注入科迪乳业后， 上市公

司将在乳制品之外增加新的业绩增长

点，在保持标的公司独立运营的基础上，

上市公司将尽快对标的公司进行整合，

以实现协同效应。 本次重组也将优化科

迪乳业的资源配置，规范关联交易，提升

管理能力，不断增强盈利能力，回馈广大

股东。

在充分考虑上市公司股票市盈率及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基础上， 上市

公司对标的资产盈利能力及估值水平进

行了综合判断， 同时在兼顾各方利益情

况下，通过与交易对方充分磋商，本次购

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

场参考价， 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

90%

，即确定为

3.14

元

/

股。

上述发行价格的最终确定尚须经公

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批准。 根据标

的资产预估值

14.8

亿元测算，本次发行

股份的数量预计为

4.71

亿股。

公告显示， 截止科迪乳业本次重组

预案签署之日， 科迪速冻有

1

名法人股

东及

29

名自然人股东。根据中原资产与

科迪集团签署的《债转股意向协议》及中

原资产出具的同意函， 中原资产以其对

科迪集团享有的债权作为支付对价来购

买科迪集团持有的科迪速冻部分股权，

中原资产同意在成为科迪速冻股东后，

中原资产将作为科迪乳业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科迪速冻

100%

股权的交易对方。

同时科迪集团拟筹划向战略投资者

转让所持部分科迪乳业股份， 以进一步

提高公司市场竞争能力和提升公司治理

水平，并帮助公司引进更多产业、金融等

战略及业务资源。

因此， 科迪集团申请豁免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份时作出的股票解锁期满

后

24

个月内减持意向的相关承诺，以及

2018

年作出的不减持承诺、 增持承诺。

本次豁免科迪集团作出的相关承诺事

项， 将有利于推动科迪乳业引进战略投

资者，为公司提供良好资金支持，并帮助

公司引进更多资源， 促进公司整体业务

发展，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与业务能力，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

此外， 为充分维护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 科迪乳业与交易对方

将在本次交易中约定业绩承诺及补偿

措施。

科迪乳业独立董事在独立意见中指

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拥有科迪速

冻

100%

股权， 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业务

结构，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

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符合全体股东

的现实及长远利益。

迈向更大行业空间，科迪

集团打造食品制造旗舰

品牌

科迪乳业此前在回复深圳证券交易

所问询函时表示， 择机再次启动收购科

迪速冻相关事宜在四方面符合公司未来

发展战略：

首先，经过多年发展，公司乳制品业

务已经进入健康、 稳步、 可持续发展阶

段， 为增加新的业务增长点， 提升竞争

力， 公司拟在食品制造业进一步拓展产

品种类，增加产业协同性。科迪速冻近年

来业绩增长较快，发展势头较好，作为优

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将有利于拓展上

市公司业务领域， 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

力和抗风险能力。

其次， 科迪速冻系科迪集团的控股

子公司，与科迪乳业属于关联企业，收购

科迪速冻股权， 有利于整合上市公司资

源， 符合证监会鼓励企业集团整体上市

的精神。

再次， 收购科迪速冻将进一步加强

公司融资能力。收购科迪速冻后，公司资

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有利于降低公司

的融资成本，拓展融资渠道。

最后， 整合后的上市公司进一步扩

大品牌影响力，在经销商渠道、冷链运输

等方面整合共享相关资源， 优化资源配

置，提升管理能力，发挥协同效应，打造

食品制造行业的旗舰品牌。

目前， 科迪乳业已经具备了上市公

司优势、品牌优势、基地优势、机制优势

和较大的通路利润优势， 已发展成为中

国中部乳业第一品牌， 综合实力列中部

第一位。

科迪集团董事长、 科迪乳业董事长

张清海此前公开表示， 公司将在可预见

的

3～5

年保持高速增长，力争用

3

年时

间做到全国第五位， 用

5

年时间把公司

做到全国第三位。同时，科迪乳业与科迪

速冻重组将有效增强上市公司综合竞争

力， 科迪集团上上下下有很大的信心和

决心。 （CIS）

科迪乳业重组预案出炉 科迪速冻注入上市公司优化资产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