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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34, 737.12 32, 605.46

负债总额 5, 925.11 4, 583.26

所有者权益 28, 812.01 28, 022.20

营业收入 4, 906.52 11, 441.64

净利润 789.81 2, 372.62

12、简阳嘉饮

（1）基本情况

简阳嘉饮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简阳嘉饮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成都市简阳市工业集中发展区凯力威工业大道南段 16 号

法定代表人 陈民

注册资本 3, 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年 8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85MA6DGPU30T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蛋白饮料；果蔬汁及其饮料；茶（类）饮料及其他饮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嘉美包装，出资比例 100% ；

（2）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一期，简阳嘉饮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3, 376.72 3, 541.24

负债总额 572.11 530.12

所有者权益 2, 804.61 3, 011.13

营业收入 641.54 508.30

净利润 -206.52 -488.85

13、成都华元（已注销）

（1）基本情况

成都华元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都华元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工业大道上段 20 号附 1 号（2 栋 1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民

注册资本 5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4年 7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31396916612Q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饮料（果汁及蔬菜汁类、蛋白饮料类、其他饮料类）。（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情况 福建铭冠，出资比例 100%

（2）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成都华元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23.23

负债总额 622.60

所有者权益 -599.38

营业收入 327.44

净利润 -206.82

注：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成都华元已注销

14、嘉美电商

（1）基本情况

嘉美电商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嘉美（滁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安徽省滁州市苏州北路 258 号（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 陈民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 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 7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100MA2MXMR88N

经营范围

网上销售饮料、啤酒（以上经营范围凭许可证在有限期内经营）、金属容器、易拉

罐制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及售前、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嘉美包装，出资比例 100%

（2）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一期，嘉美电商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91.12 112.23

负债总额 33.14 40.16

所有者权益 57.97 72.07

营业收入 247.88 393.67

净利润 -14.10 -24.22

15、湖北铭冠

（1）基本情况

湖北铭冠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铭冠（湖北）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孝南经济开发区井岗社区

法定代表人 陈民

注册资本 3, 8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年 8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90207701665X0

经营范围

复合膜袋：液体食品无菌包装用纸基复合材料生产销售；纸张、塑料聚乙烯销售；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福建铭冠，出资比例 100%

（2）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一期，湖北铭冠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7, 736.22 8, 800.32

负债总额 4, 193.19 5, 667.59

所有者权益 3, 543.03 3, 132.74

营业收入 4, 644.43 13, 636.34

净利润 410.30 467.62

16、滁州华冠

（1）基本情况

滁州华冠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滁州华冠饮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安徽省滁州市徽州北路 199 号

法定代表人 陈民

注册资本 25, 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年 5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100069135923A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饮料[蛋白饮料类（含乳

饮料、植物蛋白饮料、复合蛋白饮料）、咖啡类饮料、奶茶类饮料、碳酸饮料（汽水）

类、茶饮料类、果汁及蔬菜汁类、其它饮料类]生产销售；保健食品的生产销售；啤

酒、配制酒的生产销售；包装材料销售；金属制品的生产及销售；PET 无气饮料瓶

的生产及销售；包装饮用水的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福建冠盖，出资比例 100%

（2）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一期，滁州华冠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21, 203.59 21, 834.00

负债总额 2, 678.53 12, 105.17

所有者权益 18, 525.06 9, 728.83

营业收入 2, 461.50 4, 100.72

净利润 -1, 203.78 -1, 403.75

17、长沙嘉美

（1）基本情况

长沙嘉美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长沙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赤岗路 188 号

法定代表人 陈民

注册资本 5, 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年 12 月 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2085404900M

经营范围

生产、开发和销售各种金属容器等五金制品。（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福建冠盖，出资比例 100%

（2）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一期，长沙嘉美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5, 039.07 4, 988.87

负债总额 2, 863.75 2, 575.89

所有者权益 2, 175.32 2, 412.97

营业收入 4, 117.82 9, 994.11

净利润 -237.65 -211.03

18、孝感华冠

（1）基本情况

孝感华冠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孝感华冠饮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孝南经济开发区龙宫社区

法定代表人 陈民

注册资本 5, 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年 6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90207315027XQ

经营范围

饮料（蛋白饮料和其他饮料）生产、销售。（上述经营项目中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需审批的，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 福建冠盖，出资比例 100%

（2）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一期，孝感华冠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5, 012.74 5, 574.46

负债总额 240.12 518.82

所有者权益 4, 772.62 5, 055.64

营业收入 817.96 3, 429.88

净利润 -283.02 278.81

19、永清嘉美

（1）基本情况

永清嘉美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永清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永清县别古庄镇半截河村东

法定代表人 陈民

注册资本 1, 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9年 1 月 1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23684319791F

经营范围

包装装潢印刷、 镀锡薄钢板加工处理及相关制品销售及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河北嘉美，出资比例 100%

（2）财务数据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永清嘉美因公司整体业务布局调整，已

停产。 最近一年一期，永清嘉美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966.11 975.37

负债总额 - 1.47

所有者权益 966.11 973.90

营业收入 - 4.42

净利润 -7.79 -426.56

20、北海金盟

（1）基本情况

北海金盟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广西北海金盟制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公司住所 广西北海合浦工业园海景大道

法定代表人 陈民

注册资本 10, 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年 7 月 1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500579408696X

经营范围

金属包装的设计、制造、销售，包装装潢印刷，自营和代理一般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嘉美包装，持股比例 40%

福建冠盖，持股比例 30%

河北嘉美，持股比例 30%

（2）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一期，北海金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41, 524.62 44, 675.59

负债总额 27, 357.88 31, 454.17

所有者权益 14, 166.74 13, 221.43

营业收入 13, 394.05 31, 480.25

净利润 945.31 1, 215.14

21、霸州金盟

（1）基本情况

霸州金盟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霸州市胜威金盟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扬芬港镇津港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陈民

注册资本 3, 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年 7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813989600864

经营范围

易拉罐及易拉罐盖销售,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北海金盟，出资比例 100%

（2）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一期，霸州金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4, 449.63 6, 432.69

负债总额 192.62 2, 386.32

所有者权益 4, 257.01 4, 046.38

营业收入 4, 410.41 19, 794.18

净利润 210.63 114.74

22、佛山嘉美（已注销）

（1）基本情况

佛山嘉美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佛山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事处连杜村委会富安工业区 2-5 号地块首层之一

法定代表人 王戈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 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年 1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40681000424068

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五金制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情况 福建冠盖，出资比例 100%

23、滁州喝吧（已注销）

（1）基本情况

滁州喝吧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滁州喝吧饮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安徽省滁州市徽州北路 199 号

法定代表人 陈民

注册资本 50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 10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100MA2N165U0D

经营范围

自制饮料、预包装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嘉美电商，出资比例 100%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85,736.76 万股，经 2018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 2018 年 5 月 4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拟申请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普通股 9,

526.31 万股。 发行人将募集资金通过增资形式增加子公司注册资本，由子公

司根据项目实施的需要，设立专门部门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本次募集资金

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建设期 项目备案文号 环评批复文号

1

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

（嘉美包装）

25, 869.76 - 12个月

2018-341160-41-03-0

02998

滁环（2018）

142 号

2

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

（临颍嘉美）

25, 923.76 1, 990.031645 12个月

2018-411122-15-03-00

8467

临环监表

（2018）23 号

3

三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

（简阳嘉美）

19, 593.04 19, 593.040000 12个月

川投资备

[2018-510185-14-03-2

57700]J XQB-0150 号

川投资备

[2018-510185-14-03-2

81272]J XQB-0360 号

简环建

（2018）123

号

4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项目 10, 000.00 10, 000.00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81, 386.56 31, 583.071645 - - -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安排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

专项账户集中管理。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监管协议，严格按照监管协议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全面核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

况。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项目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关联性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的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嘉美包装）、二片

罐生产线建设项目（临颍嘉美）、三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简阳嘉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项目，所涉及的内容均为公司主营业务，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均符合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方向。

通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可巩固并扩大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

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公司影响力。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

会改变公司现有的生产经营模式。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对公司的独立性

产生不利影响。

四、董事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

充分的研究，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 1-6 月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

为 294,179.07 万元、274,660.42 万元、296,042.65 万元和 116,320.30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4,845.73 万元、5,560.70 万元、17,311.91 万

元和 6,637.05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公司财

务状况可以有效支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实施。

公司董事会经分析后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公司现

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投资项目具有较

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公司能够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五、募集资金运用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总股本将达到 95 ,263 .07 万股（按发行 9,

526.31 万股计算），净资产规模将大幅提高，资产负债率降低。

本次募集资金的项目顺利投产后，将产生良好的现金流和利润，从而改

善公司的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债务融资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

募集资金到位后，对本公司主要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一）对主营业务的影响

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以公司现有业务为核心，扩大经营规模，促进

市场占有率的进一步提升。 在二片罐生产线、三片罐生产线投产之后，将进一

步巩固公司在全国市场的地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服务能力和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公司在业内影响力。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都将大幅提高，

短期内资产负债率水平将进一步降低，短期内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也将相应

提高，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公司的财务结构将得到改善优化从而进一步增

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三）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公司此次募投项目新增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

后，达产尚需一定时间，因此，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的一段时间

内，其新增折旧、摊销将对公司的财务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项目实施后

效益的产生及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增长，新增折旧对公司未来净利润的影响

有限，不会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虽然短期内新增固定资产对公司的财务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就

项目建设投资期及公司中长期发展而言，将大幅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

（四）对短期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将大幅提高，也将

进一步提高公司债务融资能力，有助于公司搭建资本运作平台，拓宽公司融

资渠道。

（五）对净资产收益率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净资产将大幅增加，由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需要 12 个月建设期， 预计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期内公司净资产收

益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三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 （简阳嘉

美）、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嘉美包装）、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临颍嘉

美）均具有较好的盈利前景，随着项目的逐步投产，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水

平将会迅速增长，净资产收益率也将回升至较高水平。

第五节 风险因素

一、市场风险

（一）宏观经济波动及下游行业周期性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三片罐、 二片罐、 无菌纸包装、PET瓶生产和销售及灌装服

务，产品主要用于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即饮茶和其他饮料以及瓶装水的

包装及灌装，因此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与宏观经济和下游食品饮料行业紧密相

关。 近年来，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居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为食品饮料行业

及金属包装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但如果未来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

缓，导致下游行业对金属包装的需求下降，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市场竞争风险

根据中国包装联合会金属容器委员会的统计，我国金属包装行业规模以

上企业数量超过 1,500 家，行业集中度较低，大多数企业为区域型中小企业，

其行业影响力及市场份额较低，缺乏规模化优势，未来行业整合趋势明显。 近

年来，行业内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企业均以进一步扩大产销规模、提高市

场占有率为主要的发展目标，加快推进行业资源并购整合，把握优质客户，覆

盖中小客户，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金属包装生产和灌装

企业之一，产销规模、综合实力、产品质量和服务均有一定优势，但市场份额

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随着行业集中整合进程的推进，行业内竞争状况将更加

激烈，对核心客户的把握也成为同行业企业的竞争重点。 在这样的行业背景

下，公司存在因市场竞争加剧而带来的业绩下滑风险。

二、经营风险

（一）客户集中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合计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6.99%、72.45%、80.34%和 79.83%，其中对第一大客户养元饮品（603156.SH）

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7.25%、54.84%、57.01%和 59.10%，公司

客户集中度较高。 该现象是由公司所处行业特征及公司自身战略所决定，一

方面，公司的主要客户为饮料消费类行业的知名企业，公司秉承“与合作伙

伴共同成长” 的业务发展理念，通过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金属包装产品，不

断提升在客户供应链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下游品牌客户为维护其品牌竞

争力，往往会选择少数几家食品包装材料公司作为其主要供应商以建立相对

稳定的供应链，随着下游客户规模的扩张，其在公司的收入占比也将相应提

高。

公司已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客户集中度较高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提升产品

及服务质量，增加客户黏性；扩大客户群体，积极向乳品、啤酒、功能饮料等细

分行业其他优质品牌延伸。 但若未来公司主要客户经营情况不利，降低对公

司产品的采购，仍将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用于生产食品饮料包装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马口铁、铝材和易拉盖

等。 报告期内， 主营业务成本中直接材料的占比分别为 77.96%、79.34%、

79.14%和 74.62%，占比较高，其中主要原材料马口铁及铝材等大宗商品价格

受国际金融形势、铁矿石价格、氧化铝价格、进出口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加之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变动， 马口铁及铝材价格呈现一定幅度的波动，原

材料价格波动将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公司产品销售价格系

根据上海宝钢马口铁挂牌价格调整，上海宝钢马口铁价格更新较慢，而公司

原材料周转率较快，因此，若上述原材料价格因宏观经济变动、上游行业供应

不足等因素影响而大幅上涨，公司如果无法通过与客户的常规成本转移机制

有效化解成本压力，原材料成本的大幅波动可能给公司生产成本控制与管理

带来不利影响，进而导致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三）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 21.20%、17.32%、17.08%和

17.28%，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基本保持稳定，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比较，公司的毛利率与行业水平相匹配。 影响公司产品毛利率波动的主要

因素有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价格等因素。 其中，马口铁、铝材、易拉盖等原材

料价格受到供求关系及相关行业周期性的影响，呈现周期性的波动。 尽管公

司通过多年的稳健发展，已经成为中国领先的金属包装制造企业，公司亦与

主要客户约定了马口铁、 铝材等主要材料价格波动时产品价格调整的机制，

但公司产品价格调整仍存在调整幅度小于原材料价格波动幅度、调整时间滞

后等不利情形，导致公司毛利率存在下降的风险。此外，公司主要客户均为饮

料行业内的知名企业，若下游客户利用其经营规模和竞争地位，或本公司同

行业企业采取低价竞争策略导致行业平均市场价格下降，公司的毛利率面临

下降的风险，对本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四）部分自有房产瑕疵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子公司河北嘉美、河南华冠、临颍嘉

美等部分房产、土地尚未取得房地产权证书，将对相关子公司未来的持续经

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已就上述建筑及土地的瑕疵问题与相关政府部门持续沟通，积极推

进完善房屋及土地产权手续。 发行人暂未办妥房产证的自有房产主要系部分

制盖车间、仓库及宿舍等，发行人生产所需均为标准厂房，相关生产设备搬迁

难度较小，可在短期内实现搬迁。此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将督

促并协助发行人之子公司办理房屋建筑物 / 构筑物之相关权属证明。 如无法

取得，则主管部门在任何时候要求发行人之子公司拆除相关房屋建筑物或者

由此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则无条件地全额承担拆除相关房屋建筑

物 / 构筑物造成的损失及相应罚款，保证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

何损失。 因此，预期上述房产尚未取得房地产权证书事宜可能导致的风险相

对可控。 然而，若上述房产被强制拆迁，发行人部分经营场所将面临搬迁，将

会产生直接财产损失及搬迁费用，短期内可能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五）房屋租赁引致的风险

发行人部分生产及办公用房系租赁取得，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

日，发行人及子公司合计租赁房产 12 宗，公司存在部分房产未办理租赁备案

手续的情况，存在因租赁手续不完善带来的潜在风险。

同时，若发生公司租赁房产被拆除或拆迁、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或者出

现重大纠纷、租赁期间出租方违约、租赁协议到期出租方不与公司续租等情

况，因而出现的搬迁期间停工、搬迁发生费用、未能及时找到替代厂房等情

况，将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实际控制人陈民、厉翠玲已出具《关于

租赁房产的承诺》，承诺发行人子公司所租赁的房产，若因上述房屋租赁事

项存在瑕疵或产生风险、纠纷，给本公司及子公司造成损失或被有关政府主

管部门处罚的，由此产生的拆除、搬迁、重置等成本费用和经营损失由实际控

制人承担。

（六）业绩波动受季节影响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金属易拉罐，主要用于食品和饮料包装，下游食品、饮料

行业具有明显的“节日消费” 特点，三片罐的需求存在较强的季节性波动特

点。 公司的三片罐在每年的中秋节前一个月及当月、元宵节前三个月取得较

高的销售额。

因此，公司产品销售的季节性特征可能导致发行人的经营业绩出现季节性

波动，如果公司对市场需求的预计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偏差，或公司未能充分

协调好采购、生产、发货等各个环节，则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七）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使用自动化涂印设备、 制罐设备和灌装设备，设

备高速运转的同时涉及切割、焊接等可能发生安全问题的工艺流程，且在产

品打包、叉车转运、堆放等生产运营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安全意外。 公司已配备

较完备的安全设施，建立了完善的事故预警及处理机制，整个生产过程均处

于受控状态，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较小。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安全生

产事故，未受到安全生产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但是，随着公司生产规模扩大

和产业链延伸，仍不能完全排除因设备及工艺不完善、物品保管及操作不当

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造成意外安全事故，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可能。

三、财务风险

（一）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 发行人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94,179.07 万元、274,660.42 万元、

296,042.65 万元和 116,320.30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 23,942.17 万元、13,740.71 万元、15,553.32 万元和 6,150.99 万

元。

2017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6.6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42.61%， 主要系 2017 年公司下游客户

需求周期性减弱、销售旺季缩短、马口铁及辅料采购成本上涨未能及时向下

游客户进行完全转嫁等因素综合导致公司主要产品三片罐毛利下降。

2018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3.19%。主要系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随着

主材市场价格上涨相应提高，以及 2018 年春节、元宵节滞后导致销售旺季延

伸至 2018 年等因素影响。

2019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12.1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7.81%。 营业收入下降主要受到原材料价

格降低导致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以及销售旺季体现在 2019 年上半年的期间

同比缩短导致产品销售数量下降等因素影响。

整体上看，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较为稳定，但考虑到宏观经济、行

业政策、竞争环境、客户结构、产品及原材料价格等因素都会对发行人经营活

动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可能面临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二）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32,243.28 万元、25,

475.80 万元、23,004.41 万元和 17,581.57 万元， 在资产总额的占比分别为

10.49%、7.41%、6.74%和 5.45%。 报告期内，一年以内应收账款账龄均在 94%以

上，不存在账龄较长的大额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合理。 公司亦制定了较为谨慎

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足额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主要客户为养元饮品（603156.SH）、王老吉、银鹭集团、达利集团、

喜多多等实力较强、信誉较好的优质客户，但仍存在个别客户因自身经营不

善或存在纠纷导致应收款项无法按时回收或无法全额收回的风险。 此外，未

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应收账款规模也将有所增加，进而影响公司资

金周转速度和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给公司营运资金带来一定的压力。

（三）存货金额较高、存货跌价损失对经营业绩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24,312.54 万元、34,598.85 万

元、29,200.78 万元和 31,089.35 万元， 占同期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91%、

10.06%、8.55%和 9.65%，存货是流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存货主要为原

材料、半成品、产成品、委托加工物资和周转材料等，其中原材料主要包括马

口铁、铝材和易拉盖等。

公司在报告期各期末按照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公司采取有效的存货管理制度，尽可能合理安排库存水平。未来若

上述原材料市场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或下游供需市场发生变化，使得公司面

临存货跌价风险，将对公司的当期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四）偿债能力变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逐渐扩大，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

负债总额达到 155,705.80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金额 143,769.73 万元，占负债

总额的 92.33%。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财务指标 2019.6.30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流动比率（倍） 0.69 0.70 1.09 0.90

速动比率（倍） 0.44 0.50 0.75 0.64

合并资产负债率（%） 48.31 53.16 58.49 54.77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33.71 36.77 50.92 46.78

本次发行后，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公司流动负债占

比将有所下降，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进一步提升。 虽然公司融资渠道和融资

能力持续增强，但如果未来公司的经营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经营管

理出现异常情况，仍存在极端情况下难以偿付短期债务的风险。

（五）税收优惠风险

报告期内，简阳嘉美、四川华冠和北海金盟因西部大开发享受一定的所

得税优惠政策，具体如下：根据《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8 号）及简阳嘉美、四川华冠向四川省简阳市国

家税务局提交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备案登记（年审）表》及同意备案批复等

文件规定，简阳嘉美和四川华冠适用 15%的企业所得税率；根据广西合浦县

国家税务局下发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和北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出具的 《关于广西北海金盟制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鼓励类认定的函》（北发改函[2017]899 号），北海金盟从事的主营业务属

于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税率缴纳。

报告期内，嘉美电商和福建冠盖泉州分公司因小微企业享受一定的税收

优惠， 根据 《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

[2017]43 号）、《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34

号）、《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

[2015]99 号）文件规定，嘉美电商 2016 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其所得

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2016 年度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福建

冠盖泉州分公司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 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金额分别为 707.46 万元、1,261.38

万元、1,360.90 万元和 547.73 万元，企业所得税优惠占净利润的比重较小，但

如果未来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 或本公司不能继续满足税收优惠条

件，将对公司盈利情况造成一定影响。

四、管理风险

（一）业务规模扩张带来的管理风险

近年来，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不断完善市场布局，截至本招股意向

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拥有 20 家子公司。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总资产规模分

别为 307,485.89 万元、343,788.60 万元、341,552.80 万元和 322,329.52 万元。随

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地理分布的分散，公司经营决策和风险控制的

难度进一步增加。

公司目前已建立了较为规范的管理体系和完善的治理结构，公司主要管

理人员也具备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 但随着公司募投资金的到位、投资项目

的实施和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对公司人才储备、管理模式、市场拓展等方面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公司管理团队的人员配置和管理水平不能适应规模

迅速扩张的需要， 经营管理未能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及时调整和完善，公

司将面临管理风险，市场竞争力会削弱。

（二）实际控制人控制不当的风险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民先生和厉翠玲女士。在本次发行前，实际控制

人间接控制本公司 54.35%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9,526.31 万股后，

实际控制人仍将控制本公司不低于 48.92%的股份，仍处于控股地位，具有实际

控制能力。 如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通过行使表决权或其他方式对公司经营和

财务决策、重大人事任免和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实施干扰和控制，可能损害公

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尽管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且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但

不排除公司经营会因股权相对集中而引发实际控制人控制不当的风险。

（三）人力资源风险

公司经过多年的积累，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公司现有的核心技

术人员在技术、产品开发等主要环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构成公司竞争优

势的重要基础。 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在金属包装行业平均拥有 20 多年经验，并

掌握与公司产品生产相关的重要信息。虽然公司已与主要管理层及相关人员

建立长期雇佣关系，但无法保证他们将会长期在公司任职，若主要管理层或

相关人员离职，而公司未能找到合适的替代人员，则公司实施业务策略的能

力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拓展，公司对生产经营管理以

及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高层次的管

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如果公司人才储备步伐跟不上公

司业务拓展的需要或人才激励不足，甚至发生人才流失的情况，可能导致下

游客户对公司产品的信心降低并减少对公司产品的订单，进而可能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作为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生产企业，公司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食品

的风味和安全性，公司一直以来重视产品质量。 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并严格按照国家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了覆盖供应商管理、原材

料入库检测、生产过程控制、中间产品和产成品检测及售后服务等全流程质

量管理体系。目前，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良好，产品质量优良。报告期内，公

司产品未出现重大质量纠纷和客户投诉情况，具有良好的品牌认可度。 尽管

如此，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对产品质量管理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

未来公司可能因产品质量控制能力不能适应上述变化或其他原因而导致原

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等环节出现异常，引发公司产品质量问题，致使公司产生

赔偿损失、市场份额下降，从而对公司的品牌带来不利影响。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风险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 （嘉美包装）、二

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临颍嘉美）、三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简阳嘉美）和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会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扩大市场份额。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系基于当前国内外市场

环境、技术发展趋势、产品价格、原材料供应等因素做出，如果募集资金不能

及时到位、产业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市场或行业竞争加剧等诸多不确定因素

发生， 则可能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按计划顺利实施或未达到预期收

益，对公司的盈利状况及未来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二）固定资产折旧增加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 公司固定资产规模及折旧将有所增加。

虽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期收益良好，预期新增业务带来的利润增长足以抵

消上述折旧费用的增加，而且以公司目前的营业收入和销售毛利状况也能有

效消化相应的固定资产折旧，但如果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新项目的业

务开展未达预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收益将有可能低于预期，则固定资产

折旧增加可能会对公司的利润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三）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分别为 22.07%、11.09%、10.27%和 3.77%，本次发

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

投入到产生经济效益需要经历一定的建设及运营周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

短期内难以快速产生效益，达到预期收益水平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

在本次发行后一定期限内， 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可能小于净资产增长幅度，

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将面临下降的风险。

（四）新增产能未能及时消化的风险

募投项目的实施对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盈利水平的

提升有着重大的影响。 虽然公司对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并对新增产能的消化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但项目达产后，仍存在产品的

市场需求、生产成本、销售价格及竞争对手策略等不确定因素与公司预期产

生差异的可能，从而影响本次募投项目的产能消化和预期收益的实现。

六、其他风险

股票市场收益机会与投资风险并存，上市后公司股票的市场交易价格将

受到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以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

资本市场走势、市场心理和重大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本公司

提醒投资者，在投资本公司股票前，不但应了解本章所列明的与本公司相关

的各项风险，还应当充分了解股票市场的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一）发行人：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民

住所：安徽省滁州市苏州北路 258 号

联系人：陈强

联系电话：0550-6821910

传真：0550-6821930

（二）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86 号

联系电话：0531-68889177

传真：0531-68889222

保荐代表人：陈胜可、李硕

项目协办人：张开军

项目经办人：吴俊财、毕翠云、李晶、余俊洋

（三）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12、15 层

联系电话：010-66555196

传真：010-66555103

保荐代表人：成杰、张广新

项目协办人：何升霖

项目经办人：丁雪山、汤云、康志成、庄庆鸿、王天源

（四）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利国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经办律师：臧欣、李洁

联系电话：010-88004488

传真：010-66090016

（五）审计机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余瑞玉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万达广场商务楼 B 座 （14 幢）

19-20 层

签字注册会计师：杨林、金炜

联系电话：025-84711188

传真：025-84716883

（六）评估机构：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陈冬梅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100 号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1 号楼 A座

签字注册评估师：袁秀莉、曾国强

联系电话：010-85868816

传真：010-85868385

（七）验资机构（复核验资机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余瑞玉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万达广场商务楼 B 座 （14 幢）

19-20 层

签字注册会计师：杨林、常怡

联系电话：025-84711188

传真：025-84716883

（八）复核评估机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赵向阳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北环中心 25 层

签字注册评估师：吴伟、杨瑞嘉

联系电话：010-5166781

传真：010-82253743

（九）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电话：0755-25938000

传真：0755-25988122

（十）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收款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市中支行

银行账号：371611000018170130778

户名：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拟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2 号

电话：0755-88668888

传真：0755-82083947

二、发行时间安排

1、刊登询价公告日期：2019 年 11 月 11 日

2、开始询价日期：2019 年 11 月 13 日

3、刊登发行公告日期：2019 年 11 月 18 日

4、申购日期：2019 年 11 月 19 日

5、缴款日期：2019 年 11 月 21 日

5、预计股票上市日期：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在本次发行承销期内，下列文件均可在本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办公场所查阅。

（一）发行保荐书；

（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三）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四）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五）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六）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七）公司章程（草案）；

（八）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查阅网址、地点、时间

投资者可以在公司证券部和保荐机构处查阅本招股意向书的备查文件，备

查文件并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

发行人：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滁州市苏州北路 258 号

电话：0550-6821910

传真：0550-6821930

联系人：陈强

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7:00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86 号

电话：0531-68889177

传真：0531-68889222

联系人：陈胜可、李硕

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7:00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12、15 层

电话：010-66555196

传真：010-66555103

联系人：成杰、张广新

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7:00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