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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壳上市梦碎 生产趋于停滞

众品食品谋重组脱困 双汇疑当“白衣骑士”
证券时报记者 李铭宇
在 2018 年借壳香梨股份谋求 A 股
上市失败后，河南第二大肉类屠宰加工
企业河南众品食品有限公司（
下称“
众
品食品”）的生产经营颓势便逐步凸显。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近日实地
探访河南长葛、郑州等地了解到，当前
众品普遍存在欠薪欠款问题， 今年以
来已进行大规模裁员， 公司生产经营
几乎趋于停滞。
据业内人士透露， 目前众品正在
筹划重组， 相关尽调今年 6 月已开始
推进， 洽谈交易对方正是同处河南的
全球最大猪肉食品企业双汇集团。

欠薪裁员风波已起
作为地方知名企业， 众品食品曾
是长葛的经济支柱之一， 公司所在地
也被命名“
众品路”。
长约一公里的众品路两侧， 分布
着众品旗下工厂、办公、生活区。 除生
产肉制品的众品食品外，公司 2013 年
起转型“
互联网+”后创设的鲜易控股
也落地于此。
这家曾经下辖逾万名员工的集团
企业，如今异常冷清。
8 月中旬的一个工作日， 当记者
到达众品路时， 看不到车辆运来送往
的场景，而标着“
众品集团”字样的办
公楼一侧大门紧锁。
时至午间， 有员工陆续从众品食
品厂区内走出就餐休息，但人数不多。
记者在厂区内环顾的约半小时内，见
到员工总共不超过 30 名。 厂内外，多
辆标有众品字样的物流运输车停在路
边，不过可以看到，有小型叉车和小货
车还在厂内转运肉制品，数量极少。
众品路上尚存的一家 “
众品便利
店”内，并没有冷鲜肉在售。 店内冰柜
摆放了一些众品品牌的低温肉制品，
最新生产日期是 6 月 29 日。看到记者
驻足， 店内工作人员急忙推销称，“
现
在都在大促销，原来 35 元一块的卤牛
肉 20 元就卖。 ”
自今年 7 月初有大批供应商聚集
在此讨要欠款后， 众品食品欠薪欠款
问题在当地已不是新鲜事。谈及欠款，
周边小商贩笑言，“
众品这儿时不时就
有人来堵门，见怪不怪了。 ”
天眼查信息显示， 仅众品食业就
有 18 次被列为被执行人，公司涉及法
律诉讼达 76 起，案由多为买卖合同纠
纷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除拖欠供应商欠款外， 众品食品
的员工欠薪情况更可追溯到 2018 年。
“
2018 年 10 月前后，众品旗下的
鲜易网在就出现过大范围欠薪事件，
公司数百人工资都被拖欠， 员工被迫
诉诸劳动仲裁。”对于众品是否存在欠
薪现象的问题， 曾在鲜易网供职的一
位员工告诉记者，不仅是众品总部，公
司下属在天津等地的员工都存在欠薪
问题，已有大量员工离职。
一位接近众品的人士陈鹏 （
化名）
对记者称，2018 年全国两会前后， 众品
对外宣称的员工人数还有 12000 人，而
近两年来公司人员数量开始大幅减少，
现在仅留下了约 4000 多人的团队。公司
在外省的办事处原来最多时员工也有三
四十人，如今已削减到就剩两个人。
在位于郑州 CBD 的一栋写字楼
内，记者也找到了众品旗下“
鲜易供应
链”的办公点。 在工作日午后，整层办
公区域内仅可见到两三名员工值守。
当记者询问公司负责人去向时， 一员
工回复称其早已离职。
“
众品在南方一些省份还是有品
牌强势区域的，比如湖南，当地人相比
双汇，更倾向于购买众品。 ”谈及众品
为何仍保留部分员工维系经营的问
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河南生猪养
殖行业人士黄明（
化名）告诉记者，其
实众品目前仍存一定市场空间， 目前
最大问题是没有资金。下游有市场，上
游没原料。 所以现在公司都还留有几
个人等待东山再起，勉强维持生产。

未偿涉诉债务多达56笔
众品食品的生产经营困局， 从公
司相关财报、公告中已然尽显。
8 月 2 日，18 众品 SCP001 发布
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
东方金诚”）关于众品食品
公司（
下称“
子公司未能清偿到期债务及涉及重大
诉讼的关注公告。
公告称，截至 7 月 23 日，众品食

品子公司河南众品食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众品食业”）涉及逾期的到期债
务总额为 28.31 亿 元 ， 占 众 品 食 品
2018 年 9 月 末 合 并 口 径 总 负 债
104.94 亿元的 26.99%，占众品食品合
并口径净资产 59.82 亿元的 47.34%，
金额及占比均较大； 逾期且银行已提
起诉讼的到期债务合计余额 14.66 亿
元。 公司已到期未能清偿的银行类借
款金额较大， 上述事项预计将对众品
食品生产经营情况、 财务状况及偿债
能力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2019 年 1 月 18 日， 因众品食品
未能于按期足额兑付 “
17 众 品
MTN001”本息，构成实质性违约，东方
金诚将众品食品的主体信用等级和
“
17 众品 MTN001”的债项信用等级均
进一步下调为 C。
众品食品的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截至 2019 年 7 月 25 日， 公司合并口
径未能清偿、 银行已提起诉讼的债务
多达 56 笔。 期间，公司多次公告旗下
资产因涉诉遭到冻结、查封，并表示，
“
由于多种因素叠加，公司近期生产经
营滑坡、流动性紧张，目前公司已无力
清偿银行利息和其他到期债务。 ”
除债务违约遭遇信用评级接连下
调外， 众品食品的财报也已持续延期
发布。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公告 2018
年度报告及 2019 年一季报。
众品食品最近一次公告的 2018 年
三季报显示， 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87.74 亿元， 同比下滑 23.4%； 净利润
1.33 亿元，大幅下滑 62.46%。同时，公司
经营活动现金流从 2017 年前三季度的
4.36 亿元下滑至-1.39 亿元， 筹资活动
现金流净额也从 4.13 亿元降至-8.14 亿
元。 截至 2018 年三季度末，公司负债总
额达 104.94 亿元，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
也达到 4.18 亿元，远超净利润。

“
互联网+” 烧断资金链？
2006 年 2 月，众品食业通过反向
收购在美国 OTCBB（
场外柜台交易系
统）上市。 2007 年 12 月，公司转升纳
斯达克全球精选板，成为河南省首家，
也是国内食品行业首家纳斯达克主板
上市公司。
2012 年，随着中概股掀起私有化
浪潮， 众品食业董事会宣布收到董事
长朱献福提出的私有化要约， 拟以
13.5 美元/股的现金回购所有非其本
人持有的在外流通普通股。
也是在 2012 年，淘宝（
含天猫）双
十一单日交易额达到 191 亿元，“
互联
网+”概念开始迅速渗透至各行各业。
于是，在 2013 年正式完成私有化
退市后，众品食业也启动“
联网”， 逐步
拆分重组为以电商交易为核心的鲜易
网、 以生猪屠宰为核心的众品食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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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物流为核心的鲜易供应链三大块业
务，搭建了 B2B、O2O 等业务模式，从一家
单纯的肉类加工企业， 转型成为集合了
“
互联网+”的生鲜供应链服务商，对外自
述也从“
众品食品”转为“
鲜易控股”。
然而，这条看似华丽的转型之路，如
今已成为外界口中导致众品遭遇 “
滑铁
卢”的主因。
黄明与记者交流时表示， 众品出现
现在的危机， 主要是公司经营管理出现
问题， 其中跨界涉足互联网就是一个重
要因素。众所周知，互联网行业是个十分
烧钱的行业， 前期需要大量的试错和资
金投入， 而最终能够形成市场影响力和
规模的公司寥寥无几。
众品近年来在打造新型产业链方面
的投入可想而知。 有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11 月， 鲜易供应链在全国布局
了郑州、昆山和天津三大温控园区，其城
市前置仓分布在全国 25 个核心节点。公
司自有及整合冷藏车辆 5900 余台，千余
条运输线路，覆盖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
区。同时，该公司投资 16 亿元，欲打造占
地 400 亩的中原冷链谷， 成为中国最大
的冷链物流基地。此外，公司位于长葛的
智慧生鲜供应链生态圈计划投资 60 亿
元， 成为河南省乃至全国现代物流空间
布局体系的重要承接体。
没有公开财报作为业绩印证的鲜易
控股，近年来也不断向外释放着业绩增长
的信号。 有媒体报道，2014 年鲜易控股旗
下 B2B 生鲜平台鲜易网的交易额是 2.56
亿元，而到 2015 年已高达 32 亿元，此后
到 2016 年更是实现交易额 135 亿元。
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朱献福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曾提出，公司“
十三五”目标是立足
万亿产业，创造千亿价值，引领百万创客。
而仅几个月后，企业资金危局就已凸显。
“
众品高管多是杀猪卖肉出身，贸然
跨界搞互联网，其中风险可想而知。 ”黄
明透露称， 众品是拿开设批发市场的思
维来运作互联网。 公司在线下有实体经
销商，在线上有鲜易网。 早年间，为了推
广线上业务， 鲜易网的价格比经销商还
低，就导致很多加盟店都从鲜易网进货，
严重冲击了市场价格体系。

猪价起飞下游受困
2018 年末国内出现的非洲猪瘟疫
情， 又给资金链本就紧张的众品食品蒙
上一层阴影。
“
现在众品并不是发愁卖不出货，而是

有渠道、有需求，却没有货可以卖。 ”陈鹏向
记者感叹，随着今年生猪价格越来越高，加
上市场形势不好，众品很难收到猪，也没有
资金去采购原材料，生产难以为继。
2019 年春节过后，在国内生猪产能
降至阶段底部， 母猪存栏大幅下滑背景
下，生猪价格开始进入上行周期，养殖户
从亏损开始转为大幅盈利。
现在养猪的都是暴赚，头均盈利能
“
达到 1000 元。 而在过往历史最高价时，
养殖户头均盈利曾达到 1200 元。 照目前
的涨价势头， 市场很快会突破这个盈利
高位。 ”搜猪网分析师冯永辉告诉记者，
生猪市场近日来继续着保持大幅上扬的
势头，截至 8 月 14 日，全国廋肉型生猪
出栏均价为 20.75 元/公斤， 而 8 月初的
生猪价格还在 18.2 元/公斤，在这两周左
右的时间， 累计涨幅在 2.5 元/公斤以上
的水平， 且目前这种态势已经距离 2016
年 6 月份 21.2 元/公斤的历史最高纪录，
只差不到 0.5 元/公斤，所以这种形势下，
自繁自养下每头猪的头均盈利水平已经
破 1000 元/头。 而以南方的广东地区为
例，目前当地生猪价格已经突破 28 元/公
斤，以这样的价格出售生猪，获利已达到
1500-2000 元/头的水平，盈利相当可观。
养殖户的大额盈利，恰恰反映出众品
食品等下游肉制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困境。
“
现在市场上猪源太少了，屠宰企业
收不到猪，日子当然难过。”冯永辉称，目
前国内生猪价格马上就要突破历史高
位，20 多元每公斤的价格还只是出厂
价，屠宰企业采购费用还要更高一些。除
采购成本大幅上升外， 由于目前生猪数
量少，屠宰企业开工率普遍较低。但与此
同时，企业仍需要正常支付员工工资，包
括支付旗下门店的运营费用， 需要大量
渠道费和人工成本， 所以今年屠宰企业
生存都比较艰难。
“
猪卖得少，必然赚得也少。 如今屠
宰企业随行就市出货的话， 中间也就赚
个加工费， 屠宰一头猪的费用只有 30
元。生猪在目前这个价位，正常屠宰企业

已然进入亏损区。 当然有的屠宰企业有
库存或者有渠道进口猪肉， 还是可以赚
价差的。 ”冯永辉说。
如今屠宰加工企业盈利水平低下，为
何近期仍有企业在大力布局屠宰产能？
对此，一券商分析师称，为防治非洲
猪瘟疫情， 国内猪肉运输模式已逐步从
调猪向调肉过度转变， 相关管理部门也
要求屠宰企业改变产能布局。 以前国内
屠宰企业多布局在销区， 即消费能力较
强的大都市， 而现在为了降低大范围调
运生猪带来的疫情风险， 企业开始往产
区布局产能。屠宰厂建在生猪产区后，就
可在当地屠宰后拉运猪肉， 避免大范围
拉运活猪。
“
现在屠宰企业的生存环境都不太
好，众品并不是个例。今年屠宰加工行业
百分之八九十的企业都面临困境， 像双
汇这样能有大量进口猪肉资源的企业并
不多。 ”其分析称，虽然由于中美贸易争
端问题，目前进口猪肉关税较高，但即便
加上关税， 国内生猪价格还是远远高于
进口猪肉价格。 目前美国生猪价格成本
仅约 6 元/公斤，而国内已超过 20 元/公
斤，进口猪肉加了 60%关税后，屠宰加
工企业也还是可以盈利。

谋求重组或“出嫁” 双汇
陷入困境的众品食品， 此前也曾试
图通过借壳上市实现自救。
2018 年 5 月 24 日， 香梨股份曾发
布公告， 控股股东正在筹划与上市公司
相关的重大事项， 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主要交易对方初步商定为朱献福或
其控制的公司， 标的资产初步商定为众
品食品等食品产业链服务商。
此番重组还未公布交易预案就戛然
而止。 当年 8 月 22 日，香梨股份公告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理由为“
根据尽职调查
情况，中介机构向朱献福、许昌慧佳源、
众品食品出具了待整改事项清单及整改
方案， 并特别就众品食品与朱献福实际

控制的鲜易供应链、鲜易网、金色马甲之
间存在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多
次督促其按照规定进行规范整改， 但交
易相关方一直未能采取有效整改措施，
导致众品食品一直存在同业竞争、 关联
上市公司重大资
交易等问题，无法满足《
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
借壳上市失利让众品错失了解决
债务危机的机遇。 公司确实存在明显的
内部控制管理问题， 但不可否认这些年
众品确实也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在
肉品批发渠道形成明显优势。 ”黄明称，
在此背景下， 河南地方政府一直有挽救
公司颓势的意愿， 也积极协助企业实施
重组。 现在如何重组， 怎样化解资金困
局，是众品的头等大事。
“
在政府牵线下，众品目前正在跟同
处河南的行业巨头双汇集团进行接洽。
今年 6 月前后， 双汇已派驻人员对众品
实施尽调， 但最终是否能谈成还未可
知。 ”陈鹏向记者透露称，双汇是否能重
组众品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一方面双
汇需要衡量将众品资产并入后， 是否能
够与其资产形成有益互补， 最终实现盈
利；另一方面，目前众品内部对于是否要
“
出嫁”双汇也存在不同意见。
“
其实河南肉品圈子很小，双汇和众
品内部人员有些都曾是同事， 融合较为
便捷。 而且双汇毕竟是行业龙头，因此有
些众品人认为进入双汇体系不是坏事。
不过重组后，公司实控人肯定要出局，所
以众品内部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公司经过
前期努力，体系搭建已经成型，只要再有
一笔资金注入就能盘活， 应该再搏一
把。 ”陈鹏说，双汇集团如果最终决定重
组众品，大概率会以债转股形势，并且在
并购后， 最大的可能是按照融合美国史
密斯菲尔德的模式， 进行双品牌运作。
“
双汇自身规模就很大，没必要收购众品
的产能。 不过双汇在渠道方面主要走终
端市场，而众品则重点发展批发渠道。 此
外众品在熟制品市场比较强势， 这一小
众领域也是双汇未曾涉及的市场， 因此
双方存在互补效应， 众品在一些地域的
品牌价值也依然存在。 ”
双汇与众品的重组意向是否属实？
目前洽谈进度又如何？ 对此，双汇相关人
士与记者沟通时表示，“
目前这个事情不
确定因素还比较多， 一切以上市公司公
告为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