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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公司是能够为客户提供液态食品一体化包装系统配套方案的液态食品

包装机械供应商，是我国液态食品包装机械行业的领先企业。主营业

务为液态食品包装机械和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目前主要产品为灌装机系列设备、前处理系列设备、浓缩干燥设备以

及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 

 

201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82 亿元，同比增长 24.61%；实现归母

公司净利润 9,083.64 万元，同比增长 3.71%。净利润增速低于营收增

速，主要归因于公司 2014 年毛利率同比下降 3 个百分点。一方面公司

设备类产品毛利率下降，2014 年同比下降 4.03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

公司低毛利率的包装材料类产品营收占比提升。 

 

我国无菌包装的应用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

大，同时，国内高端包装机械和无菌包装材料被国外企业占据了相当

大的份额。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

液态食品行业发展快速，国内企业将不断缩小与国际企业的差距技术，

并借助价格优势逐渐替代进口。 

 

本次募投项目包括全自动无菌砖式灌装生产线项目、年产纸铝复合无

菌包装材料 10 亿包项目、年产 5 亿包纸塑基多层复合无菌新型包装材

料技术改造项目。项目达产后，公司将巩固在全自动无菌砖式灌装生

产线、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等核心产品领域的优势市场竞争地位。 

 

合理估值: 我们预测 15/16/17 年 EPS 分别为 0.95/1.10/1.26 元，参考同

类上市公司，同时考虑公司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长预期，给予其 15 年合

理 PE 区间为 25-30 倍，公司合理价值区间为 23.75-28.5 元。 

 

风险提示:公司新增产能消化不达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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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 股权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7,500 万股，本次发行 2,5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 25%。上海大容持有公司股份 2,779.50 万股，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7.06%，为公司控股股东。姜卫东、舒石泉、姜晓伟、张锡亮四人创业团队通过上

海大容和合杰创投合计间接支配公司 44.06%的股权，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图 1：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权结构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1.2.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液态食品包装机械和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目前主要产品为灌装机系列设备、前处理系列设备、浓缩干燥设备以及纸铝复

合无菌包装材料。 

图 2：全自动无菌砖式灌装生产线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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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无菌共挤材料灌装机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公司是能够为客户提供液态食品一体化包装系统配套方案的液态食品包装机

械供应商，是我国液态食品包装机械行业的领先企业。作为我国行业内的领先企业，

公司产品线齐全，能够制造和提供由前处理系列设备、灌装机设备集成的整线成套

设备和配套包装材料，还能为下游液态食品生产企业提供从技术咨询、整体工厂设

计、生产工艺路线设计等服务，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为液态食品企业提供一体化

配套方案的供应商。 

公司的核心产品基于无菌包装技术，通过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在液态食品无

菌灌装领域，打破了国际液态食品包装企业对无菌纸铝复合材料灌装技术的长期垄

断。目前，公司已同时掌握无菌纸铝复合材料灌装技术和无菌共挤材料灌装技术两

种无菌灌装技术。 

目前，公司客户群体已拓展到伊利股份（600887）、三元股份（600429）、光明

乳业（600597）、中国绿色食品（HK.00904）、黑牛食品（002387）、福建达利集团

等知名液态食品企业。 

 

2. 行业概况 

 

2.1. 无菌包装 

 

无菌包装（灌装）是指在无菌环境中，将经过灭菌的食品（饮料、奶制品等）

包装和封闭在经过灭菌的容器中，使其在不加防腐剂、不用冷藏条件下得到较长的

货架寿命。无菌包装（灌装）通常分为无菌热灌装（高温条件下实现的无菌灌装）

和无菌冷灌装（常温条件下即可实现的无菌灌装）。目前，无菌冷灌装主要有三种

技术方式：无菌纸铝复合材料灌装技术、无菌共挤材料灌装技术和无菌 PET 瓶灌装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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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无菌灌装技术种类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2.2. 无菌包装材料行业概况 

长期以来，国外厂商占领了纸铝复合无菌灌装设备和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的

主要市场。2013 年，利乐公司和 SIG 康美包占中国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的市场销

售量的份额分别约为 63%和 10%，其他供应商占有的市场份额不到 30%。近几年，

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行业竞争格局未发生重大变化，国内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

的主要市场仍然被利乐公司等跨国企业占领。 

本世纪初，国内一些包装机械企业、印刷企业开始逐渐进入此行业；目前，以

普丽盛、纷美包装、青岛人民印刷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国内企业业已形成了规模化

的生产能力，国内企业在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市场的占有率在逐步提高。但是，

目前国内无菌包装材料的大部分生产企业的规模化程度较低，生产企业数量相对较

多，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山东、江苏等地区。 

在发达国家，无菌包装已占整个饮料包装的 65%以上，且平均每年以 5%-10%

的速度增长，预计到 2015 年世界无菌包装市场需求量将达到 358 亿美元。从作为

无菌包装主要形式的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来看，我国无菌包装的应用远远低于全球平

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欧美发达国家人均消费达到 100 多包，而我国

人均年消费不到 50 包。在国内市场强大的消费驱动下，中国无菌包装市场具有可

观的市场增长潜力，据预测，2015 年至 2020 年，中国将成为无菌包装增长速度最

快的市场，中国市场对全球无菌包装市场价值的贡献比例将达到 28%。 

国内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市场随着下游饮料、液态乳制品行业的发展而稳健

增长，2005 年至 2013 年，行业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3%；据估算，2013 年中国纸铝

复合无菌包装材料销售量达 660 亿包。 

近年来，随着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市场容量不断扩大，规模型纸铝复合无菌

包装材料生产企业的利润水平也在逐渐上升。预期未来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规模

型厂商的利润水平会随着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逐渐上升。 

 

2.3. 国内外液态食品包装机械行业概况 

国际上液态食品包装机械水平较高的国家主要是瑞典、德国、法国、意大利、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液态食品包装机械主要依靠从发达国家中进

口。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液态食品包装机械市场趋于成熟，尽管它们的增长率会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其液态食品包装机械市场依然会有一定的增长。随着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液

态食品包装机械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因此，未来国际液态食品包装机械的市场需求

仍将保持在一定的增长速度。以液态食品包装机械中最具代表性的全球饮料包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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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为例，2010 年，全球饮料包装机械的销售额达到 387 亿元；2011 年约为 421 亿元，

估计在未来几年将保持在 5%以上的增长速度。 

在发达国家，无菌包装已占整个饮料包装的 65%以上，且平均每年以 5%-10%

的速度增长。国际上无菌包装机械的主要市场被利乐公司、SIG 康美包等企业占领。

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正在逐步实现设备的本土化。但在一

定的时期内，大型国际厂商占领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格局仍将不会改变。 

我国食品包装机械行业经历了“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创新、逐步国产化”

的道路，改变了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目前，国内食品包装和机械行业工业呈

良好的发展态势，根据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统计，2013 年，我国食品加工

及包装机械行业工业总产值达到 2,950 亿元左右，较上年同比增长 15.36%，高于全

国机械工业的整体水平。  

在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液态食品包装机械业实现了

较快发展。2011 年我国液态食品包装机械销售额达到 290 亿元，2009 年至 2011 年

国内液态食品包装机械销售额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20%。根据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

工业协会统计，2014 年全年达到 400 亿元左右，总体健康发展的态势。在食品饮料

消费需求旺盛的背景下，近年来下游饮料企业保持着较高的扩产投资意愿，2009 年

至 2014 年，国内酒、饮料及制茶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30%，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液态食品包装机械业将保持较强的需求驱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液

态食品行业发展快速，带动了液态食品包装机械的快速发展，我国液态食品包装机

械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目前我

国液态食品包装机械行业水平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产品线不够完善，

成套设备供应能力较弱；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较少，知识产权意识淡薄；行业内高

端产品和高端技术几乎被行业内国外厂商垄断，中高端产品大量依靠进口。 

 

2.4. 液态食品包装机械行业竞争格局 

目前，国内液态食品包装机械行业企业规模不大，行业内技术水平领先、研发

实力雄厚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较少。大部分企业技术水平较低、缺乏专业技

术和行业经验，只能简单模仿低端的液态食品包装机械。我国中高端液态食品包装

机械仍然主要依靠进口，尤其是无菌灌装机械。我国的无菌灌装机械的主要市场长

期被国外厂商占领。 

近年来，我国部分优势企业迅速崛起，如普丽盛、纷美包装等少数国内领先的

无菌包装机械生产企业，通过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开拓，凭借明显的性价比优

势在中高端纸铝复合材料无菌灌装机械产品市场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这些企业

正在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改进产品性能和研发新产品，在挖掘和开拓潜在

市场的同时，逐步开始参与国内高端市场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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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行业内主要企业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2.5. 液态食品包装机械下游需求情况 

2.5.1. 液态食品需求稳步增长 

液态食品包装机械行业的下游行业主要为饮料制造业、液态乳制品制造业等液

态食品行业，液态食品包装机械行业的发展与下游产业息息相关。近几年来，下游

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液态食品包装机械行业的持续增长。2014 年，我国饮料行业

产量达 16,600 万吨，近 10 年间年复合增长率 19.71%。我国的人均饮料消费量（70

升/年）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90 升/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质量

的不断提高，液态食品行业未来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快速发展的液态食品行业对液

态食品包装机械需求较大。 

图 6：饮料产量（万吨）趋势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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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国内企业综合能力的提高将逐步加快进口替代的步伐 

由于我国的液态食品包装机械行业起步较晚，技术水平不高，国内液态食品生

产企业所需的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近几年，我国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液态食品包

装机械优势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和创新，凭借明显的性价比优势，逐步开始参与与

国外厂商的市场竞争。首先，通过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加上国内

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国内部分优势企业所生产的产

品具有很高的性价比优势；其次，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部分优势企业的一体化配

套方案能力大幅提高，产品结构由单机向成套转变、业务模式由设备供应向整体方

案解决过渡，产品的附加值也有大幅提高；此外，在设备定期和不定期检修等售后

服务方面，国内企业拥有及时、快捷的优势，很好地满足下游企业对售后服务需求。 

 

2.5.3. 国际市场的需求推动出口增长 

目前，发展中国家对液态食品机械的需求已经成为拉动全球液态食品机械行业

增长的重要因素。以印度、中东、非洲等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对牛奶的消费量

很大，目前对牛奶的消费仍以散装奶为主。散装奶一般未经严格的灭菌处理，难以

防止散装奶中含有的致病菌或其他有害物质对人体造成伤害。我国《乳与乳制品卫

生管理办法规定》中就明确指出，生牛奶禁止上市销售，目的是防止人畜共患传染

病，以及其他有害物质对牛奶的污染。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以及民众

健康意识的增强，未来发展中国家对液态食品包装机械的需求较大。由于我国企业

生产的液态食品包装机械在性价比上较国外厂商具有明显的优势，更加符合该等地

区对液态食品包装机械的实际需求。 

根据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统计，2013 年我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 39.81%14，显示我国食品包装机械出口增长迅速。国际市场的潜在需求是

我国液态食品包装机械的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 

 

3. 公司主营业务及财务情况 

 

3.1. 主营业务 

 

公司从事液态食品包装机械和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

要产品为灌装机系列设备、前处理系列设备、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以及浓缩干燥

设备。 

公司一直专注于为饮料、乳制品等液态食品生产企业提供生产设备和包装材

料，除浓缩干燥设备产品用于奶粉类生产外，主要产品均用于饮料、乳制品等液态

食品的生产。灌装机系列设备、前处理系列设备、浓缩干燥设备用于饮料、乳制品

的调制、灌装等生产工序，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用作饮料、乳制品调制完成后的

包装容器。 

公司核心产品主要基于无菌包装技术，公司业已同时掌握了无菌纸铝复合材料

灌装技术和无菌共挤材料灌装技术两种无菌灌装技术，并打破了国际液态食品包装

企业在无菌纸铝复合材料灌装技术领域的长期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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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食品包装分类及公司业务类别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3.2. 公司财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包括灌装机系列设备、前处理系列设备、纸铝复合无

菌包装材料以及浓缩干燥设备，其中灌装机系列设备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纸铝

复合无菌包装材料是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2011 年至 2014 年 1-9 月，灌装机系列

设备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3,613.40 万元、15,279.16 万元、18,883.47 万元和 13,048.43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0.97%、41.23%、40.46%和 30.88%；纸铝复合无

菌包装材料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5,317.32 万元、6,379.95 万元、11,668.36 万元和

12,691.54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6.00%、17.22%、25.00%和 30.04%。 

图 8：2011-2014Q3 公司各业务营收  图 9：2011-2014Q3 公司各业务营收占比趋势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201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82 亿元，同比增长 24.61%；实现归母公司净利

润 9,083.64 万元，同比增长 3.71%。 



                                                                   公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9 / 11 

图 10：2011-2014 年公司营收及增速  图 11：2011-2014 年公司净利润及增速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公司 2014 年净利润增速明显低于营收增速，主要由于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所

致。2014 年，公司毛利率为 36.36%，同比下降 3.58 个百分点。毛利率下降，一方

面公司设备类产品毛利率下降，2014 年同比下降 4.03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公司

低毛利率的包装材料类产品营收占比提升。 

 

3.3. 公司发展规划 

未来三年内，公司计划完成“全自动无菌砖式灌装生产线项目”、“年产纸铝复合

无菌包装材料10亿包项目”和“年产5亿包纸塑基多层复合无菌新型包装材料技术改

造项目”，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形成年产 200 台套全自动无菌砖式灌装生产线和

18 亿包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的生产能力，巩固全自动无菌砖式灌装生产线和纸铝

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等产品优势，力争在未来三年内实现 10 亿元以上的年销售规模，

继续保持在全自动无菌砖式灌装生产线、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等核心产品领域的

优势市场竞争地位。 

根据发展规划，未来，公司将结合国内外液态食品包装机械及其包装材料行业

的发展趋势，在巩固和扩大现有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同时，紧跟国内外新兴行业和新

技术的发展，加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着力开发具有进口替代功能的液态食品包装

机械及其包装材料产品，完善公司产品结构。公司在完善产品结构的同时，进一步

提升对下游行业的市场预测，从而减少库存，降低成本。同时，公司将选用更为先

进、成熟的工艺，购臵先进、可靠、节能的设备及检测仪器，以便更好地发展公司

优势产品；大力开发该等创新型产品和应用技术，有利于进一步提升高新技术产品

在主营业务中的比例，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提升公司在同行业竞争中的优势地

位。 

 

4. 本次发行及募投情况 

4.1. 本次发行概况 

本次公司发行 2,5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发行价格为 19.17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 4.79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21 亿元。 

 

4.2. 募投项目介绍 

募投项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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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公司募投项目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前三个项目是公司在原有产品基础上的扩产项目，是对公司现有产品结构进行

的补充和优化。因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公司主要产品

的市场份额，提升公司综合竞争优势。补充营运资金，有利于公司抵御市场竞争风

险、应对市场变化的需求，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达产后，公司将形成年产 200 台套全自动无菌砖式灌装

生产线和 18 亿包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的生产能力，为公司海内外市场开发计划

提供了必要的产能支持，公司将继续巩固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同时，将进一步扩

大公司优势产品的产能，提升优势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公司将以技术升级促进产品

升级，增加中高端优势产品产销量，达到完善产品布局的目的。 

 

5. 合理估值区间 

 

我们预测 15/16/17 年 EPS 分别为 0.95/1.10/1.26 元，参考同类上市公司，同时

考虑公司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长预期，给予其 15 年合理 PE 区间为 25-30 倍，公司合

理价值区间为 23.75-28.5 元。 

 

6. 风险提示 

公司新增产能消化不达预期等。 

 

 

 

 

 



                                                                   公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11 / 11 

 

 

重要声明 

本报告由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制作并仅向本公司客户发布，本

公司不会因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

证。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不保证所包含的内

容和意见不发生变化。 

 

本报告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

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证券买卖建议。本公司及其雇员不承诺投

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除法律或规则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外，我

公司及其雇员对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 

 

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涉及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

易，并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不进行披露；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

务、财务顾问等相关服务。在法规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的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

到的公司的董事。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

版、复制、发表或引用。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须在本公司允许的范

围内使用，并注明本报告的发布人和发布日期，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 

 

若本公司客户（以下称“该客户”）向第三方发送本报告，则由该客户独自为此发送行

为负责。提醒通过此途径获得本报告的投资者注意，本公司不对通过此种途径获得本

报告所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

记为证券分析师。本报告遵循合规、客观、专业、审慎的制作原则，所采用数据、资

料的来源合法合规，文字阐述反映了作者的真实观点，报告结论未受任何第三方的授

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投资评级说明 

股票 

投资 

评级 

说明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超越市场基准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超越市场基准 5%至 15%之

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介于市场基准-5%至 5%之

间。 

减持 
在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落后市场基准 5%至 15%

之间。 

卖出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落后市场基准 15%以上。 

行业 

投资 

评级 

说明 

优于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超越市场平均收益。 

同步大势 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与市场平均收益持平。 

落后大势 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落后于市场平均收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吉林省长春市 

自由大路1138号 

邮编：130021 

电话：4006000686  

传真：(0431)5680032  

网址：http://www.nesc.cn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 

源深路305号 

邮编：200135 

电话：(021)20361009 

传真：(021)20361159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 

锦什坊街28号 

恒奥中心D座 

邮编：100033 

电话：(010)63210866 

传真：(010)63210867 

 

 销售支持 

冯志远 

电话：(021)20361158 

手机：13301663766 

 

朱一清 

电话：(021) 20361105 

手机：18601607177 

 

朱登科 

电话：(021) 20361151 

手机：15802115568 

 

凌云 

电话：(021) 20361152 

手机：18621755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