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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全国领先的专业生鲜果蔬服务商：宏辉果蔬是一家集果蔬产品的种植

管理、采后收购、产地预冷、冷冻仓储、预选分级、加工包装、冷链

配送于一体的专业生鲜产品服务商。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约 46 个品类

的水果和约 43 个品类的蔬菜。公司采用一体化现代农副产品加工模

式经营，主要通过协议基地模式深入上游果蔬种植领域，向农户采购

果蔬产品，并且以内销渠道向超市销售产品。公司积极拓展国内市场，

超市渠道发展带动公司业绩加速增长。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2

亿元，同比增长 21.93%。 

果蔬服务业发展空间大，标准化产品与超市渠道是未来发展趋势：目

前我国果蔬的“高产量、低消费”状况反映出果蔬流通销售环节的薄

弱，我国果蔬服务业仍处于发展初期，未来成长空间巨大。消费升级

导致的果蔬消费需求增加也将将成为果蔬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力。未

来我国果蔬安全与质量标准将继向国际市场接轨，行业安全标准也将

日益严格，符合国际标准的质量控制体系是公司抢占先机的重要因素。

超市渠道优势明显并且符合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未来将成为果蔬流

通渠道发展方向。 

采销结合布局与高端超市客户奠定公司竞争优势：公司“折扇型”产

品组合策略能够一站式满足客户需求，有利于增强公司与超市客户之

间的纽带，形成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公司采购覆盖优势产区，配送

辐射全国市场的采销结合布局有利于公司获得上游稳定、优质果蔬，

并且高效覆盖主要消费市场。公司重点拓展国内外大型连锁超市等优

质渠道，保证了回款及时和需求充足。此外，公司还能通过大型连锁

超市渠道的拓展实现自身市场份额提升和稳定增长。 

盈利预测与估值：预计公司 16-18 年 EPS 为 0.57 元、0.66 元、0.80 元，

给予公司 17 年 25-30 倍市盈率，对应股价区间为 16.5-19.8 元。 

风险提示：（1）果蔬食品安全风险；（2）果蔬产品价格波动风险；（3）

汇率风险。 

 
 

财务摘要（百万元）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 518 632 769 936 1,140 

(+/-)% 12.17% 21.93% 21.72% 21.73% 21.74% 

净利润 46 63 76 88 107 

(+/-)% 13.97% 35.24% 22.09% 15.73% 21.44% 

每股收益（元） 0.46 0.63 0.57 0.66 0.80 

总股本 (百万股 ) 100 100 133 133 133 

[Table_Price]  
 

定价区间 

16.5～19.8 元 

  
 

 

[Table_Market] 发行数据  

发行价（元） 9.31 

发行规模（百万股） 33.35 

发行后总股本（百万股） 133.35 

B股 /H股（百万股）  

网上申购日期 2016/11/14 

上市日期 2016/11/24 

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 

 
 
 
 
 
 
 
 
 
 
 
 
 
 
 
 
 
 
 
 
 
 
 
 
 
 
 
 
 
 
 
 
 
 
 
 
 
 

[Table_Author] 
 

证券分析师：李强 

执业证书编号：S0550515060001 

(021)20361174 liqiang@nesc.cn 
 

证券分析师：陈鹏 

执业证书编号：S0550515100002 
 

研究助理：齐欢 

执业证书编号：S0550116110059  
 

 

 

    

证券分析师：陈鹏 

 

    

宏辉果蔬（603336） 种植业/农林牧渔 

 

 
发布时间：2016-12-27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2 / 14 

[Table_PageTop] 宏辉果蔬/新股定价报告 
 

 

目录 

 

1. 全国领先的专业生鲜果蔬服务商 .......................................................... 4 

1.1. 国内果蔬服务业领先企业 ......................................................................................4 

1.2. 一体化产业经营模式，综合管理连通产销两端 ..................................................6 

1.3. 创始人家族控股企业，股权结构相对集中 ..........................................................7 

1.4. 营业收入加速回升，毛利率下降利润持续增长 ..................................................8 

2. 果蔬服务业发展空间大，标准化产品与超市渠道是未来发展趋势 ..... 9 

2.1. 果蔬高产低消，流通服务发展空间巨大 ..............................................................9 

2.2. 消费升级决定标准化是行业发展趋势 ................................................................10 

2.3. 连锁超市是果蔬流通渠道未来发展方向 ............................................................10 

3. 采销结合布局与高端超市客户奠定公司竞争优势 ............................. 11 

3.1. 多品类产品组合一站式供应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 11 

3.2. 采销结合布局覆盖国内主要市场 ........................................................................ 11 

3.3. 优质高端连锁超市客户奠定公司竞争优势 ........................................................12 

4. 募集资金用途 ...................................................................................... 13 

5. 盈利预测与估值 .................................................................................. 13 

6. 风险提示 ............................................................................................. 13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3 / 14 

[Table_PageTop] 宏辉果蔬/新股定价报告 
 

图目录 

 

图 1：公司是一体化生鲜产品服务商................................................................................................... 4 

图 2：公司业务主要覆盖采购、初加工和流通服务.............................................................................. 4 

图 3：水果是公司最主要的大类产品................................................................................................... 6 

图 4：1H2016 水果毛利贡献率达 90%................................................................................................. 6 

图 5：向农户采购是公司主要采购模式 ............................................................................................... 6 

图 6：13 年起公司进口采购增长迅速.................................................................................................. 6 

图 7：近两年内销模式成为公司收入主要来源..................................................................................... 7 

图 8：1H2016 内销模式收入占比为 64.56% ......................................................................................... 7 

图 9：公司股权结构相对集中 ............................................................................................................. 7 

图 10：公司营业收入加速回升 ........................................................................................................... 8 

图 11：公司净利润持续增长 ............................................................................................................... 8 

图 12：公司内销收入高速增长 ........................................................................................................... 8 

图 13：公司调整后外销毛利率高于内销（%） ................................................................................... 9 

图 14：综合毛利率、期间费用率及净利率（%） ................................................................................ 9 

图 15：我国水果产量及增速（%） ..................................................................................................... 9 

图 16：我国蔬菜产量及增速（%） ..................................................................................................... 9 

图 17：公司“折扇型”产品组合策略 ................................................................................................11 

图 18：采购布局深入优势产区 ......................................................................................................... 12 

 

 

表目录 

 

表 1：公司主要产品 ........................................................................................................................... 5 

表 2：果蔬产品主要流通渠道 ........................................................................................................... 10 

表 3：公司主要客户资源 .................................................................................................................. 12 

表 4：拟募投项目............................................................................................................................. 13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4 / 14 

[Table_PageTop] 宏辉果蔬/新股定价报告 
 

1. 全国领先的专业生鲜果蔬服务商 

1.1. 国内果蔬服务业领先企业 

宏辉果蔬成立于 1992 年，是一家集果蔬产品的种植管理、采后收购、产地预冷、

冷冻仓储、预选分级、加工包装、冷链配送于一体的专业生鲜产品服务商。公司业

务主要涵盖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的采购、初加工、流通服务，同时为农户提供一定

的农业技术支持及指导。公司通过“标准化基地管理、闭环式质量控制、无缝式冷

链配送、一站式产品供应”的产业一体化经营模式，为果蔬产业各个环节提供综合、

全面的服务。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目前已在全国农产品优势产区建有 50 多个果蔬

基地，并且取得永辉超市、百佳、华润万家（含国内 TESCO）等国内大型连锁超

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外大型超市以及线上电商平台京东的供应商审核

认证，同时还取得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智利、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果蔬准入许可。 

 

图 1：公司是一体化生鲜产品服务商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图 2：公司业务主要覆盖采购、初加工和流通服务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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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产品涵盖全国南北各式特色果蔬，包括约 46 个品类的水果、约 43 个品

类的蔬菜以及部分品类的水产品。2013 年起，为了进一步丰富产品线，满足高端

市场需求，公司开始从智利、美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等地引进葡萄、柑桔橙、车

厘子等进口水果。水果是公司最主要的大类产品，1H2016 水果收入和毛利占比均

达 90%，主要包括苹果、梨、柑橘橙、葡萄等。 

 

表 1：公司主要产品 

序号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 

1 水果类 

 

2 蔬菜类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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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水果是公司最主要的大类产品  图 4：1H2016 水果毛利贡献率达 90%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1.2. 一体化产业经营模式，综合管理连通产销两端 
公司采用一体化现代农副产品加工模式，集成果蔬产业的种植管理、采后收购、产

地预冷、冷冻仓储、预选分级、加工包装、冷链配送等环节，实现果蔬产品从基地

到客户的直接供应。 

公司主要通过协议基地模式深入上游果蔬种植领域。为保证果蔬品质以及货源稳

定，公司参照 GLOBALGAP（全球良好农业操作规范）标准选定合适的基地后，

与基地所在地村委会签订基地管理协议，明确由公司指导农户进行种植规范管理，

农户出产的优质果蔬优先售予公司，同时，公司将基地予以编码，以此实现成品到

原料到基地的可追溯管理，从而达到加大对基地管理力度的目标。 

公司目前采用规模化采购模式，主要分为向农户采购、向合作社/协会采购以及进口

果蔬采购，除此之外，公司还有极少部分国产果蔬向其他企业进行采购。其中，向

农户采购是公司果蔬采购的主要模式，1H2016 公司向农户采购金额占比为 74.32%。

针对苹果、梨、柑桔橙、葡萄等需求量较大的大宗商品以及部分蔬菜，公司采用协

议基地模式的形式向农户进行采购，同时，为了满足内销超市客户的应季性要求、

弥补协议基地果蔬品种单一的缺陷，公司也选择性的与农户进行直接合作，采用非

协议基地模式采购性价比高的果蔬产品。此外，近年来公司进口采购增长迅速，采

购金额由 13 年的 1519.21 万元增至 15 年的 8207.94 万元，2 年 CAGR 达 132.44%。

这主要是因为从 13 年以来，公司开始利用国内大型连锁超市渠道进行进口水果销

售，采购金额随着超市渠道拓展而增长。 

 

图 5：向农户采购是公司主要采购模式  图 6：13 年起公司进口采购增长迅速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7 / 14 

[Table_PageTop] 宏辉果蔬/新股定价报告 
 

 

公司运用内销和外销相结合的模式对产品进行销售。内销以直销为主，产品主要供

应大型超市，外销则通过电子商务网站、专业展会、客户介绍等方式取得海外客户

的需求信息，然后采用邮件或者电话与潜在客户取得联系，经过询价、报价、下单，

最终实现销售。近两年内销模式已成为公司销售收入的主要来源，1H2016 收入占

比为 64.56%。 

 

图 7：近两年内销模式成为公司收入主要来源  图 8：1H2016 内销模式收入占比为 64.56%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1.3. 创始人家族控股企业，股权结构相对集中 

公司前身宏辉有限是由香港居民郑丽珊（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郑幼文的姐姐）出

资组建的外商独资企业，经过 3 次股权转让与增资，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为黄俊辉，

实际控制人为黄俊辉、郑幼文夫妇。黄俊辉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直接持有公

司 72.25%的股权；黄俊辉、郑幼文合计持有公司 79.72%的股权，预计发行后两人

持股比例降至 59.78%，仍维持控股地位。 

 

图 9：公司股权结构相对集中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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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营业收入加速回升，毛利率下降利润持续增长 
公司营收与净利自 13 年出现负增长后保持加速增长态势。14、15 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5.18、6.32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2.17%和 21.93%；实现净利润 0.46、0.63 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 13.97%和 35.24%。 

 

图 10：公司营业收入加速回升  图 11：公司净利润持续增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公司营收增长主要源于公司内销收入的高速增长。14、15 年公司内销收入分别同比

增长 138.98%和 20.42%，达到 3.47、4.18 亿元，2 年平均复合增长率达 69.64%。这

主要是因为公司 14 年以来加大了国内市场的拓展力度。公司内销渠道以超市为主，

一方面，公司不断开发新的超市客户，13 年起公司陆续新增永辉超市、华润万家、

新华都、步步高、华联综超、家家悦、联华超市、永辉、卜蜂莲花、物美超市和大

润发等客户；另一方面，百佳等原超市客户的扩张也带动了公司业务的发展。国内

市场的拓展有效弥补了国外市场增速放缓带来的影响，并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增长

点。 

 

图 12：公司内销收入高速增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公司内销收入的高速增长导致公司外销收入占比下降，由于公司外销毛利率高于内

销，因此公司综合毛利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而公司期间费用率下降使公司净利率总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9 / 14 

[Table_PageTop] 宏辉果蔬/新股定价报告 
 

体保持平稳。因此，公司净利润在毛利率下降情况下仍然能随收入上升保持增长。 

 

图 13：公司调整后外销毛利率高于内销（%）  图 14：综合毛利率、期间费用率及净利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2. 果蔬服务业发展空间大，标准化产品与超市渠道是未来发展趋势 

2.1. 果蔬高产低消，流通服务发展空间巨大 
近年来我国的果蔬产量不断增长，果蔬产业供给能力强劲。据农业部统计，我国水

果产量由 2003 年的 14,517 万吨增加至 2014 年的 26,142.24 万吨，年均复合增

长率 5.49%；蔬菜产量由 2003 年的 54,032 万吨增加至 2014 年的 76,005 万吨，

年均复合增长率 3.15%，水果及蔬菜产量均为世界第一。 

 

图 15：我国水果产量及增速（%）  图 16：我国蔬菜产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国家统计局 

 

然而在果蔬产量不断上升的同时，我国果蔬商品化率依然较低。目前美国果蔬采后

商品化率达 80%以上，意大利、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果蔬采后商品化率也达到 

60-80%，而我国目前果蔬商品化率仅为 10%，远低于发达国家 80%的商品化率水

平。 

此外，我国采后损害、损耗浪费情况较为严重，我国果蔬采后损耗率达 25%至 30%。

以上因素导致我国消费量偏低，2012 年我国水果、蔬菜消费量分别为 5,457.57 万

吨及 13,433.34 万吨，占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22.69%及 18.95%，再除去用于深加

工的部分，仍有大部分产品未能实现价值交换。目前我国果蔬的“高产量、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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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反映出果蔬流通销售环节的薄弱，我国果蔬服务业仍处于发展初期，未来成长

空间巨大。 

与此同时，消费升级正促进果蔬消费需求增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我国城镇

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同时，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2015 年我国城镇居民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179 元，同比增长 8.20%。收入水平的提高促使居民食品

消费朝品质化、健康化升级。果蔬食品由于其原生态、品质、健康等概念，市场需

求量迅速攀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镇居民人均蔬菜类、干鲜水果类消费支

出分别由 2003 年的 236.44 元、174.89 元增加至 2012 年的 591.97 元和 506.30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0.74%和 12.54%，城镇居民果蔬消费需求不断提高。

消费升级导致的果蔬消费需求增加将成为果蔬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力。 

 

2.2. 消费升级决定标准化是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果蔬产品消费也出现升级趋势，质量、健康和营

养将成为消费者选择食品时重点的参考指标。首先，消费者收入的提高及营养膳食

观念的改变，提高了消费者的价格承受能力以及对果蔬营养价值的重视程度，高品

质的果蔬产品受到市场追捧；其次，受现代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影响，人们在消

费果蔬时偏向于选择天然、新鲜、洁净、易于加工的果蔬产品，果蔬产品的天然营

养价值、产品品质及质量备受关注。 

同时，随着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果蔬产品安全成为重中之重，促使果蔬服

务行业不断提高安全标准。目前，果蔬服务业已采用各项国家及行业标准，但普遍

存在标准陈旧的问题，与国际标准相比，在有害微生物及代谢产物、农药残留量等

食品安全与卫生标准方面差距很大。未来我国果蔬安全与质量标准将继向国际市场

接轨，行业安全标准也将日益严格。能否率先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质量控制体系，

获得国际市场及高端客户认证，决定着果蔬服务企业能否抢占市场先机。 

 

2.3. 连锁超市是果蔬流通渠道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果蔬产品流通渠道主要分为小型零售店、农贸市场和超市三大类。由于

连锁超市具有业务规范、价格明朗、品种丰富等多方面优势，加上城镇居民消费习

惯逐渐倾向于大型连锁商超的“一站式”购物模式，连锁超市逐渐成为城镇果蔬流

通的主流渠道。在欧美发达国家，超市在食品零售市场中所占份额超过三分之二，

在蔬菜水果零售市场中所占份额则超过 90%。并且我国商务部在《农村市场体系建

设“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 2010 年三分之一农产品将进超市销售的目标，促进

农产品超市化经营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未来超市渠道将继续成为果蔬流通渠道发

展方向。 

 

表 2：果蔬产品主要流通渠道  

销售渠道 主要特点 竞争方式 进入要求 主要供应商 

小型零售店 
服务周边居民，贴近消费者，采购计

划性较弱，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价格竞争 门槛较低 农产品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  

市场中经营者众多，价格较低；以易

于保存的果蔬为主，质量安全难以保

障。基本无品牌概念 

完全竞争 门槛较低 批发商、中间商 

超市 

采购计划性较强，价格稳定，质量要

求高，食品安全有保障，以中高档果

蔬为主，品牌忠诚度较高 

品质稳定性、货源充足

性、品种齐全以及品牌

知名度等 

对果蔬源头、加工场所、贮

藏环境、员工情况均有严格

的要求 

大型果蔬加工企

业、大型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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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3. 采销结合布局与高端超市客户奠定公司竞争优势 

3.1. 多品类产品组合一站式供应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着力于构建多产品可复制的产品组合，以满足超市客户多

元化需求，丰富自身品类结构。经过多年的经营，公司逐步形成“横向可复制、纵

向可拓展”的产品优势： 

横向维度（产品种类数量）上，公司目前已成功拓展并运营约 46 个品类的水果、

约 43 个品类的蔬菜以及部分品类的水产品，逐步形成了成熟的新增品类拓展模

式。此外，2013 年增加了进口水果数量，产品类别进一步丰富。公司具有一体化

产业模式及优质的客户资源，能将选定的新增果蔬品类快速推入市场，使产品组合

模式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 

纵向维度（单产品细分市场容量）上，基于国内外果蔬市场的巨大需求，公司单个

产品具有较大的可供拓展的市场空间。公司与下游超市客户群体形成良好的合作关

系，多项产品均已获得市场认可，可通过超市新增网点快速提高单品市场占有率，

公司单个产品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可拓展性。 

多品类产品组合能够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确保客户可以一次性采购到各种跨季

节、跨区域的新鲜果蔬，特别符合下游超市客户的采购需求，有利于增强公司与超

市客户之间的纽带，形成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公司通过一站式供应的能力服务超

市客户，不仅能够保证公司经营的稳定性，更有助于发挥公司与超市客户之间的协

同效应，借助超市网点建设的机遇同步加强公司产品对市场的渗透，实现公司自身

的快速成长。 

 

图 17：公司“折扇型”产品组合策略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3.2. 采销结合布局覆盖国内主要市场 
针对多品类的产品结构，公司以“采购点覆盖优势产区，加工配送点辐射国内主要

市场”的宗旨构建多区域采销结合的业务布局。公司通过签约注册等方式，与山东、

广东、福建、新疆、云南、江西、陕西等农业优势产区的农户深入合作，建立协议

基地，以保障公司对于优质果蔬的优先购买权以及稳定货源。此外，通过南北分布

的基地布局，公司采购国内南北方特产的优质果蔬，以满足不同地域消费者的多样

化需求。水果方面，公司在北方重点采购苹果、梨、葡萄等，在南方重点采购柑桔、

脐橙、芒果、荔枝等；蔬菜方面，在北方重点采购蒜苔、生姜、土豆等，在南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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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采购椰菜、西生菜、西芹等。 

 

图 18：采购布局深入优势产区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公司在我国主要经济区域配臵加工配送基地，辐射国内果蔬消费市场。公司目前分

别在汕头、烟台、上海、福建、广州、江西等地设臵加工配送基地，整个企业布局

跨越南北。公司以加工配送基地为基础实现周边省市的市场辐射，能够有效把握区

域性市场的消费趋势，更有利于全国范围的市场覆盖。 

公司销售网络的区位选择考虑了加工配送基地辐射范围的消费能力，以及公司原料

采购和成品配送的便捷性，其中上海、广州、香港子公司均位于一线城市，超市众

多，保证了对超市配送的及时快捷；烟台、福建、汕头、江西靠近产地或港口作为

配送中转基地，能够降低物流成本，加快公司跨区域产品调配的速度。 

 

3.3. 优质高端连锁超市客户奠定公司竞争优势 
公司以一站式全产品链锁定高端客户，重点拓展超市等优势渠道。在果蔬销售渠道

中，超市具有价值较高、需求稳定、协同发展等特点，属于果蔬供应的高端客户。

公司从 2009 年开始成为全球领先的连锁零售超市 TESCO 亚太区最大果蔬供应

商之一，近年来不断积累了国内永辉超市、百佳、华润万家（含国内 TESCO）、新

华都、联华超市、步步高、华联综超、家家悦、上蔬永辉、卜蜂莲花、物美超市、

大润发、新加坡巨人超市及 Cold Storage、泰国万客隆及 TESCO、马来西亚 

ECONSAVE（宜康省）、GCH Retail 及 THE STORE （MALAYSIA）SDN. BHD、

菲律宾 Rustan、柬埔寨 DFI Lucky、加拿大 T&T（大统华）等众多国内外优质超

市客户资源。 

 

表 3：公司主要客户资源 

客户名称 供应区域 概况 

永辉超市 中国 
大型连锁超市，上市公司。在 17 个省已发展逾 440 家连锁超市，位居 2015 年中国连

锁百强企业 10 强、中国快速消费品连锁百强 5 强。 

百佳 中国、香港 和记黄埔旗下屈臣氏集团的连锁超级市场，香港最具规模的超市连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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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万家 中国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国内最具规模的零售连锁企业之一。 

TESCO 中国、泰国 全球领先的连锁零售超市。 

新华都 中国 福建大型商业企业，上市公司，主营连锁超市、卖场、百货。 

步步高 中国 湖南大型连锁超市，上市公司。 

华联综超 中国 全国性扩张的超市连锁企业，主营大型综合连锁超市和生鲜超市。 

T&T（大统华） 加拿大 是一间位于加拿大的主要售卖大中华地区及亚洲食品的连锁超级市场。 

ECONSAVE CASH 

AND 

CARRY(PD)SDN 

马来西亚 
是 ECONSAVE CASH&CARRY SDN BHD 旗下子公司，ECONSAVE CASH&CARRY 

SDN BHD 是马来西亚排名前五的零售企业。 

联华超市 中国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 

卜蜂莲花 中国 中国最大的外资连锁零售企业之一，旗下包括易初莲花超市。 

大润发 中国 台湾润泰集团投资创办的会员制大型连锁综合超市。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招股说明书 

 

4. 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3,335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1%。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天津果蔬加工配送基地建设项目”、“上海果蔬加工配送

基地扩建项目”、“广州果蔬加工配送基地建设项目”及“宏辉果蔬信息化系统建设

项目”。 

 

表 4：拟募投项目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天津果蔬加工配送基地建设项目 9,041.10 

2 上海果蔬加工配送基地扩建项目 7,967.82 

3 广州果蔬加工配送基地建设项目 7,137.71 

4 宏辉果蔬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3,063.12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5. 盈利预测与估值 

按照发行后 1.33 亿股的总股本测算，我们预计公司 2016-2018 年 EPS 分别为 0.57

元、0.66 元、0.80 元，参考行业及可比公司估值，给予公司 17 年 25-30 倍市盈率，

对应股价区间为 16.5-19.8 元。 

6. 风险提示 

(1) 果蔬食品安全风险 

(2) 果蔬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3) 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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