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投资总额 

及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增加投资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作为上海海融食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融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海融科技本次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投资总额及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增加投资的事项进行了专

项核查，具体如下： 

一、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海融食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66号）

的核准，同意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1,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本次实际发行

1,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70.03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50,450,000.00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0.00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0,000.00元。 

截至2020年11月25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050,450,000.00元，扣除直

接支付的承销费用66,880,150.00元，实际募集资金专户收到募集资金金额为

983,569,850.00元，募集资金专户收到资金包括公司已通过自有资金账户支付的

发行费用合计不含税金额12,531,336.67元以及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不含税）

3,292,264.1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967,746,249.18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67,746,249.18元，其中：新增

股本人民币15,000,000.00元；出资额溢价部分为人民币952,746,249.18元，全部计

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上述到位资金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了众会字（2020）第09037号的验资报告。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累计使用情况及余额情况如

下： 

1、募集资金项目累计使用情况及余额： 

 累计使用情况（万元） 

募集资金到位 96,774.63  

加：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 3,615.22  

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 5,000.00 

减：募集资金专户的手续费支出 0.32  

减：募集资金专户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2022 年 9 月 30 日专户余额 80,389.53 

 

2、超募资金累计使用情况及余额： 

 累计使用情况（万元） 

超募资金到位 53,733.63   

加：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 1,869.05  

减：募集资金专户的手续费支出 0.24  

减：募集资金专户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2022 年 9 月 30 日专户余额 40,602.44 

（二）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投资总额及使用剩余超募

资金增加投资概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具体情况如下： 

原项目名

称 

原建设内

容 

变更后项

目名称 

变更后建

设内容 

原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调整后项目

建设投资总

额（万元） 

调整后项目

已投入金额

（万元） 

扩建厂房

项目 

植脂奶油

扩产建设

项目 

未来食品

智能工厂

及研发中

心建设项

目 

奶油扩产

和升级建

设项目 

6,263 32,816 0 

果酱、巧

克力扩产

建设项目 

果酱扩产

和升级建

设项目 

7,839 9,919 0 

冷冻甜点

工厂建设

项目 

冷冻烘焙

工厂建设

项目 

9,960 10,906 0 

冷藏库建

设项目 

冷藏库建

设项目 
8,953 20,730 0 



原项目名

称 

原建设内

容 

变更后项

目名称 

变更后建

设内容 

原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调整后项目

建设投资总

额（万元） 

调整后项目

已投入金额

（万元） 

科技研发

中心建设

项目 

科技研发

中心建设

项目 

5,026 13,391 0 

合计 38,041 87,762 0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后，项目建设投资金额为87,762万元，较原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增加49,719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80,389.53 万元（其中超募

资金40,602.44万元），剩余差额不足部分将通过自有资金补足。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后项

目名称 

变更后建设内

容 

原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万元） 

调整后项目

建设投资总

额（万元） 

调整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 

（万元） 

其中：拟使用

超募资金 

（万元） 

未来食品

智能工厂

及研发中

心建设项

目 

奶油扩产和升

级建设项目 
6,263.00 32,816.00 32,816.00  26,247.21  

果酱扩产和升

级建设项目 
7,839.00 9,919.00 9,919.00  1,749.20  

冷冻烘焙工厂

建设项目 
9,960.00 10,906.00 10,906.00  459.70  

冷藏库建设项

目 
8,953.00 20,730.00 20,730.00  11,399.19  

科技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5,026.00 13,391.00 6,018.53  747.14  

合计 38,041.00 87,762.00 80,389.53 40,602.44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投资总额及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 

（三）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2年9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和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根据《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上海

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调整投资总额及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增加投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四）变更后募投项目审批及备案情况 

公司拟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已完成上海市奉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上海市

奉 贤 区 经 济 委 员 会 项 目 备 案 ， 项 目 代 码 分 别 为 上 海 代 码 ：



31012075502142420221D3101001，国家代码：2209-310120-04-01-917797和上海

代码：31012075502142420221D2312001，国家代码：2209-310120-07-02-764026。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扩建厂房项目 

植脂奶油扩产建设项目 6,263.00 6,263.00 

果酱、巧克力扩产建设项目 7,839.00 7,839.00 

冷冻甜点工厂建设项目 9,960.00 9,960.00 

冷藏库建设项目 8,953.00 8,953.00 

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026.00 5,026.00 

合计 38,041.00 38,041.00 

上述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经上海市奉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予以备案，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海象食品配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象食

品”）。 

说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提高运营效

率，降低管理成本，同意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海象食品。2022年8月，公司完成了吸收

合并海象食品的相关工作，并取得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注销的《登记通知书》，

注销了海象食品独立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均由公司依法

承继。海象食品注销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由海象食品变更为上海海融食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原募投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截至2022年9月30日

投入金额 

扩建厂房

项目 

植脂奶油扩产建设项目 6,263 0 

果酱、巧克力扩产建设项目 7,839 0 

冷冻甜点工厂建设项目 9,960 0 

冷藏库建设项目 8,953 0 

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026 0 

合计 38,041 0 

公司综合考虑市场、行业环境的变化及公司发展战略，本着成本效益的原则，



对募集资金的投入较为审慎；同时受上海疫情影响，人员流动、实地考察等也受

到了不同程度限制；为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于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公司

暂未对上述项目开始实质性的建设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不存在已形

成资产的后续使用安排，亦未达到预计效益。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银行帐号 截止日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奉贤支行 
98740078801400002284 

22,864,838.65  

20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奉贤支行 
1001780429300652660 

56,024,301.59  

35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奉贤支行 
20000045974931101051838 

5,006,103.08  

20,000,000.00 通知存款 

15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合计 803,895,243.32  

注：以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包含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 

（三）募投项目变更原因 

近年来，随着烘焙及茶饮、餐饮行业快速发展，行业渠道多元化演变加速，

消费者的食品健康意识和产品创新需求也在不断加强。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发展并巩固核心业务优势，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发挥规模经济效

应，降低生产成本，顺应市场需求丰富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质。公司根据市场

需求变化，着力发展植物基、牛奶体系、奶酪体系等产品系列，积极布局健康食

品并抢占高端奶油市场。本次变更将原募投项目中的植脂奶油项目调整为奶油项

目，丰富了奶油产品品类，在原先植脂奶油产品基础上新增稀奶油、植物蛋白饮

品等品类。另外，针对近年来消费升级的加速，市场对代可可脂巧克力的需求有

所变化，公司拟决定终止原募投项目果酱、巧克力扩产建设项目中的巧克力相关

建设内容。同时，受疫情反复、国际形势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原材料价格持

续上涨，生产设备也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导致公司募投项目的土建、人

工等成本以及设备的购置成本均出现一定增长，因此整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

入金额有所上涨。具体情况如下： 



1、植脂奶油扩产建设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拟通过引进进口先进设备，将原有的 2 条生产线增加至 4 条，并扩充产

品品类，在原有的植脂奶油产品基础上新增稀奶油、混合脂奶油、植物蛋白饮料、

植物基奶油等多种产品。变更后的奶油生产线规模化和智能化得到显著提升，新

增的产品类别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应用性能。 

公司对原募投项目植脂奶油扩产建设项目的变更是基于市场环境变化及公

司战略调整的审慎判断，变更后的奶油生产线可在提升公司产能的同时，进一步

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巩固公司市场地位，提升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2、果酱、巧克力扩产建设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的巧克力产品广泛应用于蛋糕、西点的表面装饰以及面包、月饼等夹馅。

在烘焙食品行业的高速拓展的初期，公司的巧克力产品的市场也在不断发展。 

然而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的推进，烘焙食品行业也在加速升级，消费群体

年轻化、产品健康化、渠道多元化、运营数字化等发展趋势日趋明显。年轻消费

者对烘焙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低糖、低脂、低卡路里的烘焙食品成为了未来

烘焙产品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而巧克力由于大多含有过多的糖分、热量和脂肪，

过量食用不利于健康，消费者在选择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较多顾虑。为顺应市场发

展趋势，公司拟决定终止原募投项目果酱、巧克力扩产建设项目中的巧克力相关

建设内容。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未来食品智能工厂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包括奶油扩产和升

级、果酱扩产和升级、冷冻烘焙工厂、科技研发中心和冷藏库等5个子项目及配

套用房建设。 

2、实施主体：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期：本项目建设周期为2022年9月至2024年8月，建设期2年。 

4、项目资金具体用途如下表： 

序

号 
项目      子项目 

奶油扩产

和升级 

果酱扩产

和升级 

冷冻烘焙

工厂 

科技研发

中心 
冷库建设 合计 

一 工程费用 30205   8781  9695  19088 12291 80060 

1.1 设备购置安装费 23424   2000  2914  7127 3829 39294 

1.2 建安工程费 6781 6781 6781 11961 8462 40766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048   666 692  654 462 3522 

三 预备费 1563 472  519 988 638 4180 

 建设投资总额 32816 9919 10906 20730 13391 87762 

四 铺底流动资金 8398 1202 1004 0 0 10604 

 总投资 41214 11121  11910 20730 13391 98366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行业发展趋势 

（1）奶油 

近几年我国烘焙食品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食品工业平均

增长速度。根据欧睿国际Euromonitor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烘焙食品零售额为

2317亿元，2013-2019年平均年增长率达11.2%。全球烘焙食品市场已超过2.5万亿

元，我国仅次于美国，为全球第二大烘焙市场。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中西饮食文化相互交融，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饮食习惯也随之改变。根据三万

资本的测算，我国烘焙行业零售端潜在市场空间约4700亿。目前我国烘焙食品零

售额约2300亿，未来我国烘焙行业还存在一定的市场增量空间。作为烘焙食品原

料行业的奶油市场在我国拥有较大的潜在消费市场。 

另外，随着近几年新式茶饮行业的迅速发展，现制茶饮市场规模实现高速增

长，至2020年已达1136亿元（2015-2020年CAGR达21.9%）。随着消费者的进一

步扩容，现制茶饮市场在未来5年有望持续以24%以上的年复合增长率高速发展，

至2025年现制茶饮市场规模有望达3400亿元。奶油是奶茶的主料，也可以添加到

新式茶饮的水果茶中做奶盖，也是雪顶类饮品的主要原材料，因此在新式茶饮行

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奶油的需求也将逐年增加，未来发展势头良好。 

（2）果酱 

作为烘焙食品原料的果酱在烘焙食品制造行业主要用于蛋糕、甜点制作和面

包夹馅。烘焙行业果酱市场增长迅速，原料果酱行业年总产值达20亿元。低端原

料果酱产业集中区在河北省特别是保定、石家庄周边区域，高端果酱产业集中于

在广东、广西、海南等周边区域。目前，果酱行业市场集中度不高，仍比较分散，

受水果产量、产区、进口数量制约。 

（3）冷冻甜点 

目前我国冷冻烘焙食品结构还相对较为单一，中国市场上产量最大的是冷冻

烘焙类别是冷冻蛋挞皮，其次是中式糕点、月饼，西式烘焙品产量占15%左右。



而在烘焙店现烤产品的消费中，欧包等西式烘焙品占有较大的比重，即我国冷冻

烘焙食品的产品结构与总体烘焙行业的产品结构并不匹配，随着冷冻烘焙技术的

逐渐成熟，冷链仓储和物流技术的不断完善，冷冻烘焙食品的应用领域将由冷冻

糕点产品逐渐发展至冷冻面包等其他品类，还存在着广阔的市场空间。近年来，

茶饮和咖啡店、西式休闲餐饮店、星级酒店等对西式甜点的需求量正在快速增加，

餐饮渠道也是重要的销售渠道，市场潜力巨大。 

2、竞争优势 

公司已在烘焙食品原料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术研发能力。多年来

与江南大学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搭建校企联动平台。目前，已建立了一个约3000

平米的独立研发品控中心，拥有一支经验丰富、专业过硬的技术人才队伍。 

另外，经过多年发展，公司以质量保信誉，以信誉促品牌知名度和价值提升，

“海融”品牌已成为国内烘焙食品原料市场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烘焙食

品原料品牌。目前，产品在众多经销商和终端客户中形成良好口碑，良好的产品

品牌对于促进销售规模提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公司坚持以“市场引导销售”的方针，强化客户服务能力。公司销售网络已遍

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及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南亚、东南亚地区，同时拥有行

业内最具实力的客户服务团队。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一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一仆咨询）专门研究市场、调研客户、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跟踪服务。

目前，海融科技销售业务团队约270人，其中销售工程师（即区域技术支持人员）

150人，另有，一仆咨询高级服务人员19人。 

3、项目选址 

本项目位于公司现有生产基地，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金斗路688号。宗地（丘）

面积37,713平方米，公司已取得该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沪（2022）奉字不动

产权第012011号）。 

4、项目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 

在新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面临着产业政策、市场需求等诸多不确定因

素的变化。未来可能出现市场增长速度低于预期，市场开拓不足，项目产品销路

不畅等情况，使得新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无法及时消化，致使公司预期收益下降的

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巩固和发展现有销

售渠道建设，建立和维护好稳定的经销商关系，积极拓宽渠道市场。同时，持续

关注市场、政策变化、坚持科技引领研发驱动的理念，引导新的客户需求，巩固

和扩大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2）项目管理和组织实施风险 

虽然新募投项目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严谨的论证，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果

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原材料供应及价格重大变化、工程进度组织管理问题等

情况，都可能给项目顺利实施带来风险。 

应对措施：要求施工方制定合理、详细的施工方案，做到统筹组织、全面安

排，减少技术间歇。在人员安排上，要求施工方选派有丰富现场施工组织管理经

验的人员担任项目经理，并加强与公司指定项目建设负责沟通，及时解决施工中

遇到的问题，确保新募投项目按计划进度实施。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1、奶油扩产和升级建设项目 

本项目建成后，在经营期的第四年达产，达纲年的产能规模合计为80,000吨。

经测算，本项目预计达产年可实现营业收入195,960万元，实现利润总额22,030万

元；税后投资回收期6.5年（含建设期），税后内部收益率20.30%。 

2、果酱扩产和升级建设项目 

本项目建成后，在经营期的第四年达产，达纲年的产能规模合计为11,250吨。

经测算，本项目预计达产年可实现营业收入28,057万元，实现利润总额4,948万元；

税后投资回收期6.5年（含建设期），税后内部收益率20.50%。 

3、冷冻烘焙工厂建设项目 

本项目建成后，在经营期的第四年达产，达纲年的产能规模合计为4,000吨。

经测算，本项目预计达产年可实现营业收入23,431万元，实现利润总额3,054万元；

税后投资回收期7.6年（含建设期），税后内部收益率14.70%。 

4、冷藏库及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冷藏库项目建设完成后，将保障公司各类产品产量扩容和存储；技术中心主

要为公司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上述两项建设项目均无法独立产生经济效益，因而

无法对其经济效益做财务方面的评价。 

说明：该经济效益分析为公司结合目前市场现状和未来发展预期而作出的测算，不构成



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承诺。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1、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投资总额及使用剩余

超募资金增加投资是公司结合当前行业发展趋势、市场环境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规划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调整投资总额及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投资总额使用剩余超募

资金增加投资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符合公司发展规划战略，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投资总额使用剩余

超募资金增加投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海融

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投资总额及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增加投资事项。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投资总额及

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增加投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尚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投资总额及使用剩



余超募资金增加投资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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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力  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