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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国联水产                    证券代码：300094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及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27 号 1#楼 3 层、4 层、5 层） 

二〇二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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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单位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下发的《关于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20130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公司”、“本公司”、“国联水产”）会同保荐机构华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

落实函所提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调查、核查及讨论，并完成了《湛江国联水产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以下简称“落实函

回复”）。现将落实函有关问题的落实情况汇报如下： 

1、如无特殊说明，落实函回复中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募集说明书中具有相同

含义。 

2、落实函回复所用字体对应内容如下：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 

对应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3、落实函回复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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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结合预制菜市场的现有行业环境、未来发展趋势、同行业竞争情况、本次

募投项目相较于现有业务规模扩产的情况等，进一步量化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是

否存在产能过剩风险。 

请发行人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预制菜市场的现有行业环境、未来发展趋势 

预制菜是指以农、畜、禽、水产品为原料，配以各种辅料或食品添加剂，

经过分切、搅拌、腌制、滚揉、成型、调味等工艺加工后可直接进行烹饪或食

用的菜品，一般需要在冷链条件下进行储存、运输及销售。预制菜以便捷高效

为特点，烹饪流程简单，消费者短时间内即可享用各种口感丰富的菜品。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加上快速冷冻技术的进步，可以把预制菜品的

口感进行高度还原，预制菜品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受，预制菜市场趋热。 

（一）预制菜市场的现有行业环境 

根据中国消费者报数据显示，我国预制菜行业市场规模从2017年的约1,000

亿元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约2,600亿元，平均年复合增速高达37.51%，预计2021

年有望超过3,000亿元。 

我国预制菜品市场规模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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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消费者报 

预制菜最早起源于美国。1920年，世界上第一台快速冷冻机在美国试制成

功后，速冻加工品随即问世。到20世纪50年代速冻食品越来越受到欢迎。20世

纪60年代起，各种类型的预制菜在美国开始实现商业化经营。到了20世纪80年

代，预制菜在日本开始兴起。由于日本人口密度高，超市和便利店随处可见，

预制菜包括速冻和冷藏保鲜产品的需求量都较大，预制菜在日本兴起后在上世

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到高速发展，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 

中国预制菜较西方市场发展较晚，不同于西餐餐饮结构简单，中餐有八大

菜系，每个菜系都有很多的SKU（库存量单位），因此，中式菜品从材料到烹饪，

想要实现完全标准化都存在很大挑战。与食品工业成熟的日本相比，中国预制

菜品占冻品市场20%左右，而在饮食习惯类似的日本则占到60%，意味着预制菜

品未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随着我国预制菜品人均消费量、在食材消费额的渗

透率提升，预制菜品的市场规模和市场占比也将进一步提高。36氪研究院显示，

2021年我国预制菜总消耗量达174.72万吨，人均预制菜消费量仅为8.9KG，远低

于日本23.59KG。 

（二）预制菜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 

1、国内餐饮业持续发展带动标准化食材需求不断扩容 

食材原料成本占餐饮行业成本 40%左右，随着餐饮市场规模持续增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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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材供应这一超万亿市场仍在不断扩容。同时餐饮业监管不断加强，餐饮业

规模化连锁化发展，更加要求食材品质稳定、备货高效，进一步拉动食材标准

化。 

消费升级和生活节奏加快，外卖及团餐业务兴起，叠加冷链运输行业的快

速发展，预制菜行业迎来供需双击。从外出就餐、家庭预制等主要就餐方式来

看，预制菜取长补短，属于“好吃中最便捷、便捷中最好吃”的性价比之选，

2020 年新冠疫情让消费者对预制菜有进一步的认知，疫情过后预制菜市场有望

持续快速增长。 

2、餐饮行业进入“新零售”时代，预制菜选购热情高涨 

预制菜根据深加工程度和食用方便性，可分为即食食品、即热食品、即烹

食品和即配食品。从产业链上来看，预制菜行业上游主要为蔬菜种植业、畜禽

业、水产业，下游市场包括 B 端客户和 C 端客户，其中 B 端客户主要有商超、

餐饮重客、各大电商平台，C 端客户为个人消费者。相对于整个预制菜行业的

快速发展，水产预制菜发展相对缓慢，但随着整个预制菜行业需求增长，水产

品预制菜也将进一步发展。 

从市场需求来说，对于 B 端客户而言，我国的生育率呈下降趋势，新生人

口减少，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工成本、租金成本持续走高，餐饮行业竞争

激烈，中央厨房是餐饮食材加工的重要环节，它的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的

操作模式，既能极大提升了食物从食材到菜品的效率，也能缓解不断上涨的成

本压力。对于 C 端客户，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模式及消费水平的提高，预制菜的

便利性、快捷性和美味迎合了市场需求。 

3、冷链物流助力预制菜行业发展 

预制菜品具有对新鲜度要求高、较难储存的特点，冷链物流可以使预制菜

品在生产、运输、储存等过程中保持低温，来保证预制菜的质量，和传统物流

相比，冷链物流对于技术要求以及投入成本更高。随着农产品加工及生鲜电商

的发展，对冷链物流的需求增加，吸引资本投入，也促进了冷链物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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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相辅相成。据中物联冷链委统计，近年来我国冷藏车保有量及冷藏车需求

均出现快速增长。 

2017年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

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以满足全社会冷链物流需求、提升冷链物流服务品质、

保障食品流通安全为目标导向，深入推进物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

加快完善冷链物流设施设备，鼓励冷链物流企业加强与农产品生产、生鲜食品

加工、商贸流通企业在订单管理、仓储管理、物流配送、温度监控等方面的协

同对接，推动冷链物流企业向综合物流服务商转型发展，提高冷链物流企业供

应链服务水平。从政策上看，鼓励冷链物流加工与生鲜食品加工企业的协同对

接，有利于促进预制菜企业的发展。 

在食品行业、政策等因素的推动下，一方面，冷链物流将进一步发展和完

善，另一方面，冷链物流使预制菜品能够延长保质期、扩大配送范围、降低物

流成本，从流通渠道上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从而推动预制菜行业的发展。 

二、预制菜市场的同行业竞争情况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产品的市场容量较大，行业竞争充分、市场化程度高，

市场前景广阔，发行人预制菜品的食材主要为水产品，包括白对虾、罗非鱼、

小龙虾等，与竞争对手既有竞争，又有预制菜产品方面的互补，一定程度上填

补了市场产品空档。 

（一）行业竞争格局 

预制菜品行业具有一定门槛，包括品牌规模壁垒、食品质量及安全壁垒、

渠道及客户壁垒、研发及创新壁垒等，需要企业紧跟客户及消费者需求，持续

创新，快速研发、迭代新产品、精细高效管理满足客户要求，品牌声誉、快速

创新和研发能力、渠道建设等需要企业本身较长时间的技术积累。 

预制菜品在国内尚处发展初期，经营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数量庞大但市

场集中程度较低，区域性特征明显，竞争激烈但格局不明朗，预制菜品行业属

于大消费，未来整个行业的竞争将上升为品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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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竞争对手 

预制菜品行业国内主要竞争对手： 

1、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味知香”）成立于2008年12月10

日，是一家集半成品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通过创新

和挖掘民众饮食需求，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绿色、便捷美味的半成品菜肴，为各

个家庭提供营养健康的美食方案。产品品类涵盖牛肉类、水产类、家禽类、猪

肉类、小炒类等五大类产品线，在全国各大城市开设1,000余家门店。 

2、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千味央厨”）成立于2012年4月25

日，主营业务为面向餐饮企业的速冻面米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千味央厨

秉承“只为餐饮、厨师之选”的战略定位，致力于为餐饮企业提供定制化、标

准化的速冻食品及相关餐饮后厨解决方案。千味央厨主要为餐饮企业（含酒店、

团体食堂、乡厨等）提供定制化和标准化的速冻面米制品，产品按照加工方式

可分为油炸类、烘焙类、蒸煮类、菜肴类及其他四大类，具体产品包括油条、

芝麻球、蛋挞皮、地瓜丸以及卡通包等。 

3、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井食品”）成立于2001年12月24日，

主营业务为火锅料制品、速冻面米制品和速冻菜肴制品等速冻食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安井”牌速冻食品，品种达300余种。 

发行人专注于以白对虾和预制菜品为主的餐饮食材及水产食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其中预制菜品主要为水产类预制菜，包括烤鱼、酸菜鱼等鱼类产品，

小龙虾、虾饺等虾类产品，与预制菜品行业的主要竞争对手的产品有差异，形

成差异化竞争。 

三、本次募投项目相较于现有业务规模扩产的情况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含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74812356019902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7481235601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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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广东国美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中央厨房项目 25,299.45 20,000.00 

2 
国联（益阳）食品有限公司水产品深加工

扩建项目 
60,171.51 5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计 115,470.96 100,000.00 

（一）广东国美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中央厨房项目 

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广东国美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其成立于 2007 年 4 月，注

册资本 4,590 万元，是国联水产全资子公司。国美水产是一家集种苗、饲料、

养殖、水产品深加工及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大型外向型全产业链企业，主要生

产冻罗非鱼片、金鲳鱼、海鲈鱼、生熟南美白对虾仁、调味虾、虾串、阿根廷

红虾等，出口国家包括澳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新加坡等。 

国美水产致力于全球优质水产品开发与供应，工厂严格按照中国“出口食

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要求”的标准设计建造。 

1、项目建设内容概述 

本项目为国美水产中央厨房项目（以下简称“中央厨房项目”），主要产

品为虾饺、烤鱼、虾滑、酸菜鱼、米面类海洋食品、油炸类水产品等预制水产

品。本项目拟改造 19,000.00 ㎡预制菜车间、改建 5,000.00 ㎡中央厨房车间。

项目将新购置活鱼车间暂养系统、活鱼车间恒温系统、物流运输车以及烤鱼、

虾滑、虾饺、酸菜鱼、米面、中央厨房调味及中央厨房热处理等生产线的深加

工生产设备。 

项目总投资 25,299.45 万元，规划建设期 24 个月，在项目期内将完成建筑

工程、设备购置安装及完善人员配置等。项目达产后将新增年产能 4,000 吨虾

饺、10,000 吨烤鱼、4,000 吨虾滑、1,000 吨酸菜鱼、2,500 吨米面类海洋食品

和 2,500 吨油炸类水产品，本项目的实施旨在扩大公司水产品深加工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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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项目产能明细表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新增年产能（吨） 

虾饺 4,000.00 

烤鱼 10,000.00 

虾滑 4,000.00 

酸菜鱼 1,000.00 

米面类海洋食品 2,500.00 

油炸类水产品 2,500.00 

合计 24,000.00 

（二）国联（益阳）食品有限公司水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国联（益阳）食品有限公司为国联水产于 2018 年 11 月设立

的子公司，是国联水产旗下小龙虾事业板块的首个项目，是小龙虾加工工厂落

户在益阳的重点项目，也是“水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位于

湖南省益阳高新开发区内，注册资本 6,000万元。 

国联益阳是国联水产未来负责开展水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的子公司，公司

通过本项目将建设独立的自动化生产线。国联益阳背靠国联水产，可充分利用

国联水产在技术、经营管理、品牌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以确保本项目的顺利实

施。同时，国联益阳也可通过利用规模化生产的优势，实现集中管理，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1、项目建设内容概述 

本项目为国联（益阳）食品有限公司水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以下简称

“水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主要产品为小龙虾和鱼类深加工产品。项目拟

新建 15,000.00 ㎡生产厂房、7,200.00 ㎡自动化立体冷库、12,000.00 ㎡宿舍

楼、4,000.00 ㎡办公楼及其它附属建筑。项目将新购置进口节能蒸煮机、自动

智能分选机、进口智能化速冻机、进口自动化包装线设备等自动化生产设备。 

项目总投资 60,171.51 万元，规划建设期 12 个月，在项目期内将完成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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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备购置安装及完善人员配置等。项目达产后将新增年产能 1.53 万吨小

龙虾和 2.97 万吨鱼类深加工产品，本项目的实施旨在扩大公司水产品深加工的

产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本项目达产产能明细如下： 

产品名称 新增年产能（吨） 

调味整只小龙虾、虾尾 6,800.00 

调味小龙虾仁 4,250.00 

休闲小龙虾 4,250.00 

鱼头（白鲢、花鲢） 6,800.00 

鱼糜 8,500.00 

休闲鱼仔 2,550.00 

烤鱼（淡水鱼类、叉尾鮰） 11,000.00 

预制菜料包 850.00 

合计 45,000.00 

（三）公司的预制菜产能增长及消化测算 

1、预制菜产能产量情况 

近三年，公司预制菜产能、产量等情况如下： 

产能、产量、销量单位:吨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预制菜产能 15,000.00 17,500.00 17,500.00 

预制菜产量 16,049.85 18,128.31 13,143.38 

产能利用率 107.00% 103.59% 75.11% 

预制菜销量 17,038.94 16,219.06 12,762.86 

产销率 106.16% 89.47% 97.10% 

    注：2021 预制菜产能略有下降，预制菜产能波动主要系国联（监利）于 2021 年 4 月

转让，导致小龙虾产能下降。 

从近三年预制菜的产能利用率及产销率看，公司预制菜生产线已满负荷运

转，产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2、新增募投产能与现有预制菜产能 

新增募投产能与现有预制菜产能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新增年产能

（吨） 

募投投产第

一年（吨） 

募投投产第

二年（吨） 

募投投产第

三年（吨） 

现有预制菜

产能（吨） 

中央厨

房项目 

虾饺、烤鱼、虾

滑、酸菜鱼、米面

类海洋食品、油炸

24,000.00 7,200.00 16,800.00 24,0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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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新增年产能

（吨） 

募投投产第

一年（吨） 

募投投产第

二年（吨） 

募投投产第

三年（吨） 

现有预制菜

产能（吨） 

类水产品 

小计 24,000.00 7,200.00 16,800.00 24,000.00 5,000.00 

水产品

深加工

扩建项

目 

调味整只小龙虾、

虾尾、调味小龙虾

仁、休闲小龙虾 

15,300.00 7,650.00 15,300.00 15,300.00 10,000.00 

鱼头（白鲢、花

鲢）、鱼糜、休闲

鱼仔、烤鱼（淡水

鱼类、叉尾鮰） 

28,850.00 14,425.00 28,850.00 28,850.00 - 

预制菜料包 850.00 425.00 850.00 850.00 - 

小计 45,000.00 22,500.00 45,000.00 45,000.00 10,000.00 

合计 69,000.00 29,700.00 61,800.00 69,000.00 15,000.00 

中央厨房项目主要为增加公司目前预制菜产品生产产能，根据募投项目建

设计划，项目开工建设第二年即可实现试生产，整体产能利用率预计将达到

30％，第三年产能预计释放 70%，第四年产能利用率预计可达到 100％；水产品

深加工扩建项目建设期 1 年，运营期第一年整体产能利用率预计将达到 50％，

根据市场对小龙虾和鱼类深加工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情况，项目运营期第 2 年

产能利用率预计可达到 100％。 

3、公司的预制菜产能增长及消化测算 

根据中国消费者报数据显示，我国预制菜行业市场规模从2017年的约1,000

亿元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约2,600亿元，平均年复合增速高达37.51%。 

我国预制菜行业规模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餐宝典，华鑫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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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现有预制菜产能 1.50 万吨，若本次募投项目顺利实施，预计至

2025 年产能达到 8.40 万吨；2017 至 2020 年，国内预制菜市场平均年复合增速

为 37.51%。按市场平均增速测算，以 2021 年预制菜销售量为基数，至 2026 年，

发行人预制菜销量可达 8.38 万吨，产能去化率约为 99.73%，基本消化募投项

目新增产能。 

四、发行人拟采取的产能消化措施 

（一）预制菜品市场规模持续增长，为本次募投项目产能消化提供广阔的

市场容量 

根据中国消费者报数据显示，我国预制菜行业市场规模从2017年的约1,000

亿元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约2,600亿元，平均年复合增速高达37.51%，预计2021

年有望超过3,000亿元。 

水产品方面，随着国内肉类消费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以及生鲜电商的快速发

展，水产品越发成为常态化的用餐选择，我国水产品消费市场也得到了快速的

发展。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历年发布的《中国水产品展望报告》统计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水产品产量和消费量分别为6,545万吨和6,732万吨，预

计2021年将达到6,605万吨和6,814万吨；再展望到2030年，我国水产品产量和

消费量将增长至6,991万吨和7,261万吨。 

从水产品消费结构来看，主要分为加工消费、食用消费、损耗及其他。

2018年至2020年，我国水产品加工消费量整体相对比较稳定，但加工消费量从

占水产品消费量比例来看，呈略微下降趋势，由2018年的40.94%降至2020年的

39.68%。特别是2020年，受疫情影响，加工企业普遍面临复工复产推迟、出口

受限、订单延滞或损失等问题，水产品加工消费量及占比情况均有所下降。随

着国内疫情逐渐恢复及市场需求的推动，预计到2030年我国水产品加工消费量

市场规模将达到3,093万吨，占比也将从2020年的39.68%提升至42.6%。 

小龙虾产品的市场空间方面，在后疫情时代，随着“懒人经济”的兴起、

餐饮制造商技术工艺的逐步成熟、食品调味技术研发、冷链运输的发展，餐饮

企业（B端）、消费者（C端）对包括调味小龙虾在内的预制菜品的需求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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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小龙虾加快了对餐饮业的产品渗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调味小龙

虾产品大量进入快餐、中餐和夜宵店铺，成为店铺中的一道热门菜；二是小龙

虾与其他品类产品结合，衍生出各种创新产品，如虾仁汉堡、虾仁披萨、小龙

虾火锅、虾尾盖浇饭等。小龙虾产品的创新，推动了小龙虾产品的广泛应用，

为小龙虾的长期发展打下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公司的渠道建设为市场拓展提供保障 

目前我国预制菜市场已初具规模，但较美、日等国际成熟市场而言仍整体

落后，存在地域特征明显、参与者众多、行业集中度低、规模以上企业较少等

问题，市场竞争激烈。在国内预制菜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尚未形成的背景下，对

于市场参与者来说，需要具备完善的营销服务体系支撑，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凸显优势。 

在渠道建设方面，公司抓住国内预制菜品市场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力度开

发内销市场，扩编销售人员；把全国销售市场分成九大区域，加快推进九大区

的建设，报告期内相继完成西南区、西北区、华南区、华东区、华北区、东北

区、华中区的成立，打造区域订货会+大区成立模式，取得显著成效；销售渠道

逐步下沉至县级市场，提升对区域市场需求的敏锐度、分销能力和供应能力，

加速推进新产品推广。 

目前公司营销网络覆盖流通、餐饮、商超、电商新零售等全部渠道，在国

内继续坚持营销九大区，持续渠道下沉策略，以大区主要城市为核心，创新产

品营销策略，以点带面铺开公司核心产品，提高产品的铺市率和品牌的曝光率，

提升公司产品销量，促进品牌服务商开发；在境外市场，公司以美国为国际业

务拓展模板，形成了独有的商业模式和出口业务模式，与各合作渠道维持多年

良好的合作基础。 

经过多年深耕细作，公司拥有一大批如海底捞、呷哺呷哺、思念、永辉超

市、沃尔玛、大张超市、良之隆、REDLOBSTER、SAM'S CLUB、AQUA STAR、赛百

味、汉堡王等大型优质客户。与此同时，公司增量客户也在不断突破，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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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流通客户1,095个，新增签约品牌服务商119个，覆盖城市98个，全国城市

覆盖率33%，重点开发的省域，城市覆盖率达44%，地级市覆盖率呈稳步增长。 

（三）加强公司品牌的建设，提高市场认知度 

预制菜品作为消费者高频采买的食品，对产品的质量、口味、营养等方面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同类产品中，消费者更倾向于选购品牌知名度更高的

产品，对品牌的信任度和依赖度越来越高。对于预制菜供应商而言，产品品牌

的知名度和良好口碑已然成为核心竞争力。公司严格并拔高执行行业标准，持

续在产品宣传、新品研发、生产控制、物流配送、食品安全等多方面不断投入，

借助新媒体、行业交流渠道积累产品口碑，在消费者心中建立知名品牌的形象，

拓展、提升市场影响力，打开消费市场。 

（四）公司与盒马、北京小饭柜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框架协议将助力募投

项目产能的消化 

2022年1月11日，公司与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盒马”）

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基于良好的信任，处于双方长远发展上的考虑，

决定共同携手，在水产预制菜品开发与市场推广、共建乡村振兴产业园区、联

合品牌合作及消费动态共享等领域开展合作。双方均以优秀的企业理念与专业

性，本着“互惠、互利、稳定、恒久、高效、优质”的合作精神，结成深度的

合作伙伴关系。 

2022年1月26日，发行人与北京小饭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饭柜科

技”，是“叮叮鲜食”品牌运营方）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水

产预制菜品开发与市场推广方面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将结合市场需求，加强水

产类预制菜品的合作，发行人将利用自身的研发、采购、生产与品控优势，在

酸菜鱼和虾饼等爆品保质保量供应，联合叮叮懒人菜进行水产类预制菜品研发

和市场推广，打造多品类爆品，为实现消费者餐桌优质水产蛋白供应保障共同

努力。 

发行人与盒马、小饭柜科技等的战略合作将助力本次募投项目产能的消化。 

（五）公司的客户储备及在手订单情况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1527027031852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4400282707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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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必胜客、永辉、盒马鲜生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正在执行的具

有较大影响力的大额合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 销售方 产品 合同金额 合同签署日期 

1 必胜（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18/10/24 

2 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18/10/24 

3 
上海小南国海之源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19/5/31 

4 上海合炘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19/7/1 

5 
广州市睿泽华璀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0/5/1 

6 奥乐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0/5/10 

7 北京呀咪呀咪食品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0/7/10 

8 福州塔斯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0/8/27 

9 北京达美乐比萨饼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0/11/1 

10 上海达美乐比萨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0/11/1 

11 领驰食品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0/11/25 

12 北海逮虾记食品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1/1/1 

13 锅圈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1/1/1 

14 福建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1/1/1 

15 河南大张实业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1/4/1 

16 南通瑞隆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1/4/22 

17 
吉林省金之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1/7/1 

18 广州夏晖物流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1/7/23 

19 亚洲渔港（大连）食品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1/5/10 

20 盒马鲜生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2/1/11 

21 济南半天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2/1/13 

22 
北京小饭柜科技有限公司 

（叮叮懒人菜）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2/1/26 

23 
四川海之雁贸易有限公司(海底

捞)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2/3/1 

24 上海海雁贸易有限公司(海底捞)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2/3/1 

25 深圳达美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2/3/2 

26 
广州市瑞泽贸易有限公司（汉堡

王） 
国联水产 水产品 框架合同 2022/3/7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下游市场容量较大；行业竞争充分、市

场化程度高，市场前景广阔；公司拥有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为本次募投项

目拓展新市场提供客户基础，未来业务拓展具备可持续性；公司本次募投项目

产品与公司现有产品对客户消费者而言是产品选择范围和品类的扩展及多样性

补充，能够进一步巩固深化与现有客户的合作，抓住消费者，保持消费黏性。

在国内预制菜市场规模年均较高增长的刺激下，加之发行人强有力的市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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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发行人预制菜的年均销量亦可连续增长。因此，公司具备本次募投项目

相应的新增产能的消化能力，不存在产能过剩风险。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重要提示”之“10、有关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的主要风险因素…”及“第五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一、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风险”之“（三）募投项目实施达产后产能未能完全消化的风险”中

补充披露相关内容，具体如下：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并投产后，将新增 2.4 万吨鱼虾类预

制菜、1.53 万吨小龙虾、2.97 万吨鱼类深加工产品等产品产能。公司上述募投

项目已经过了充分的论证，项目建设是基于目前公司的发展战略、国内外市场

环境、市场容量、客户需求情况等条件做出的，公司综合考虑了现有的销售渠

道、客户资源、公司市场拓展能力等因素，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由于市场本

身具有的不确定因素，如果公司未能在产品的市场开拓上取得进一步进展，国

内市场的开拓不及预期，后续产业政策、市场需求、竞争格局等方面出现重大

不利变化，仍有可能使投资项目达产后面临产能无法完全消化的风险。” 

五、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主要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查阅预制菜市场的行业环境、发展趋势、市场容量，发行人产品定位情

况； 

3、获取并分析预制菜市场的行业研究报告，了解募投项目产品所在行业发

展趋势及市场空间； 

4、了解发行人现有业务情况、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及投产规划，了解募投项

目与发行人现有业务的联系与区别。 

（二）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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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预制菜市场正处蓝海阶段，发展空间广阔，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产品的

市场容量较大，行业竞争充分、市场化程度高，市场前景广阔，不存在产能过

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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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发行人签章页）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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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作为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现就本次落实函回复

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落实函回复的全部

内容，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签名：   

 李忠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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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保荐机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钟昌雄 罗黎明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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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作为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的董事长，现就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的

全部内容，了解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

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签字）：  

 黄金琳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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