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A股上市公司三季报的正式收官，2019级新股今年前三季

度经营业绩的排名情况揭晓。 据Wind统计， 剔除科创板股票外，

2019年1月1日-11月5日共有104只新股上市。 经记者统计，104股

中， 有25股今年前三季度实现的归属净利润较2018年同期同比下

降，占比逾两成。其中元利科技（603217）以今年前三季度归属净利

润39.42%的降幅成为2019级新股的“最差生”。与此同时，截至11月

5日收盘，元利科技股价较发行价已跌逾10%，成为2019级新股中

的“最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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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金丹科技再战IPO

对手为什么变成大客户

二度闯关的金丹科技赚足了市场的目

光。竞争对手突然在2018年进入公司前五

大客户名单一事则尤为引人注意。

金丹科技是一家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大

规模工业化生产L-乳酸及其衍生产品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大客户中包括双汇集团、

金锣集团、伊利集团等市场熟知的企业。从

招股书来看，金丹科技向双汇集团、金锣集

团、伊利集团销售的产品主要为乳酸、乳酸

盐。在2017年，金丹科技还向双汇集团销售

糖化渣。2016年、2017年，上述三家企业均

为金丹科技前五大客户之一，不过，在2018

年这一局面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根据招股书披露，金丹科技主要竞争

对手中武藏野化学（中国）有限公司目前在

我国拥有1.5万吨的乳酸及其系列产品的生

产能力；武汉三江航天固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主要产品有精制乳酸、乳酸钠、乳酸

钾、缓冲乳酸、乳酸锌、乳酸粉、乳酸亚铁

等，年综合生产能力超过2万吨。

值得一提的是，武藏野化学（中国）有限

公司以及武汉三江航天固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均在2018年成为金丹科技前五大客户一

员，且分列金丹科技第一、五大客户之位。而

在2016年、2017年的前五大客户名单中，并

未有上述两家竞争对手的身影。根据介绍，金

丹科技向武藏野化学（中国）有限公司销售的

产品为乳酸，向武汉三江航天固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销售的产品为乳酸、乳酸盐。

竞争对手突然进入公司前五大客户名

单之列，不禁引发市场较大关注。其中的原

因以及合理性又是怎样的呢？在首发反馈

意见中，证监会亦关注到该问题，要求金丹

科技说明上述两家公司既是公司竞争对手

又是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原因及合理性。

主要客户稳定性几何

与主要竞争对手突然进入公司前五大

客户名单相伴随的是，金丹科技此前个别

客户在前五大客户名单中“消失”或者对个

别客户销售额出现下滑。

根据招股书，在2016年、2017年，双汇

集团一直是金丹科技第一大客户。然而，在

2018年的前五大客户名单中，双汇集团却

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外，在金丹科技2016-2018年前五

大客户名单中，金锣集团赫然在列。然而，

金锣集团在2018年对金丹科技的采购额出

现明显下滑的情况。数据显示，2016年、

2017年，金丹科技向金锣集团的销售金额

分别为1904.47万元、2428.88万元，处于上

涨的状态。2018年，金丹科技向金锣集团的

销售金额则下滑至2242.88万元，同比下滑

幅度为7.66%。

另外，盐城华德（郸城）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OOO“KhimVneshTorg”分别为金

丹科技2017年前五大客户之一，而上述两

公司并未出现在2018年的客户名单中。

2016 年 ，Global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Ltd （MCD）、Ud Chemie

Gmbh（UDC）分别为金丹科技前五大客户

中的一员，同样的，在2017年、2018年，上述

两公司均退出前五大客户之列。

上海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行人士表示，

大客户变动问题往往会成为监管层关注的

重点，主要考虑到客户的稳定性问题，是否

会影响到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在资深投

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一般而言，拥有稳定

的客户群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

最重要的资源，销售客户群体的波动性可

能会直接造成公司营业收入的不稳定性，

进而影响盈利能力。

在首发反馈意见中，证监会亦没有放

过对公司大客户稳定性的追问。“请发行人

说明报告期内与主要客户的销售模式、协

议签订方式、客户稳定性，是否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风险，并提供相关销售合同。”在首

发反馈意见中，证监会对金丹科技提出如

此问题。

糖化渣毛利率下滑合理吗

首次闯关的“旧伤”是否已经治愈是金

丹科技二度闯关IPO过程中市场关注的焦

点之一。前次IPO被否时，证监会曾重点关

注到金丹科技副产品糖化渣毛利率较高

等问题。不过，在此次申报报告期金丹科

技糖化渣毛利率出现下滑迹象，这一现象

出现的原因及合理性则是市场疑惑的又

一大问题。

回溯金丹科技上市之路，在2017年12

月，金丹科技曾有过一次上会的经历。不

过，在排队数月后，金丹科技首次闯关IPO

以惨遭证监会否决告终。前次IPO被否的相

关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证监会关注的重

点。在此次下发的首发反馈意见中，对于前

次闯关失败的经历，证监会也予以了重点

关注。其中，证监会要求金丹科技结合前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未获通过的原因，

说明相关事项落实或消除情况。

此外，此前IPO被否时证监会重点关注

的金丹科技糖化渣毛利率问题，在此次闯

关过程中，也被证监会重点问询。

根据招股书，金丹科技的主要产品包

括乳酸、乳酸盐、糖化渣。在前次IPO申报报

告期中的三个年度即2014-2016年，金丹

科技糖化渣的毛利率分别为52.33%、

56.37%、63.55%。同期，乳酸的毛利率分别

为22.74%、24.79%、24.31%；乳酸盐的毛利

率分别为22.77%、29.21%、31.99%。不难看

出，金丹科技2014-2016年糖化渣毛利率

明显高于另外两项产品，且毛利率处于逐

年增长的状态。

在首次IPO被否时，证监会曾要求金丹

科技说明，副产品糖化渣毛利率较高且逐

年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公

司一致。

此次申报报告期内，金丹科技糖化渣

毛利率出现了一定的变化。2016-2018年，

金丹科技糖化渣毛利率分别为63.55%、

58.25%、59.74%。从数据来看，2017年，金

丹科技糖化渣毛利率同比出现下滑。对此，

金丹科技解释称，主要原因系2017年度公

司糖化渣产品售价受下游养殖行业景气度

下降而售价较上年度有所降低所致。

对于上述情况，证监会在首发反馈意

见中要求金丹科技“结合销售均价、单位成

本变动情况进一步量化说明各类细分产品

毛利率变动的原因，结合糖化渣生产的工

艺过程、产出比，说明糖化渣毛利率自前次

申报后报告期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未来的趋势是否符合行业情况。”

报告期6名董、监事为何辞职

在上述私募人士看来，对于一个企业

而言，人事变动本是较为常见的问题，但是

否为核心人员变动以及对公司的影响如何

往往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在此次申报IPO报

告期内，金丹科技合计共6名董事、监事辞

职的情况则引发监管层的关注。

根据招股书，报告期内金丹科技董事

辞职3人、监事辞职3人。其中，2016年4月

15日，袁志敏因工作原因不再担任金丹科

技董事职务。时隔5个月后，2016年9月18日

及9月27日，王法建、赵永德分别因个人原

因不再担任金丹科技独立董事。监事方面，

2016年2月4日，徐建伟因个人原因不再担

任金丹科技监事职务。7个月后，2016年9月

28日，胡中华因工作原因不再担任金丹科

技职工代表监事。2018年11月29日，樊俊岭

因个人原因辞去金丹科技监事一职。

证监会下发的首发反馈意见中，证监会

要求金丹科技说明相关董事、监事离任原

因、离任后是否在金丹科技处任其他职务。

此外，证监会要求金丹科技说明，上述人员

变动是否属于核心人员变化、对金丹科技的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

向金丹科技发去采访函进行采访，但截至

记者发稿，对方未给予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曾在2017年12月惨遭IPO否决的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丹科技”），再度向A股发起冲击。近日，公司首发反馈意见出炉，

也意味着IPO再进一步。作为一家L-乳酸生产企业，金丹科技客户中不乏

诸如金锣集团、伊利集团等知名企业。不过，在2018年，公司对金锣集团销

售额下滑， 两大竞争对手突然晋升为公司前五大客户的情况引发市场注

意。其中的原因、合理性以及客户稳定性情况备受关注。此外，公司首次被

否时被重点问询的糖化渣毛利率由上升出现下降迹象的原因，以及报告期

内出现多名董事、监事辞职的影响等问题亦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25股首份三季报净利下滑

据Wind数据显示，目前上市的104家

上市公司中，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的归属

净利润均保持盈利。不过，上市首年的三季

报，各个公司的归属净利润增幅存在差距，

还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出现下滑的情形。

经Wind数据统计计算，今年已经上市

的104家企业中，有25家公司在今年前三季

度实现的归属净利润较2018年同期出现同

比下滑的情形，占目前2019级新股的

24.04%。也就是说，逾两成新股首份三季报

业绩“变脸”。

具体来看，元利科技、宏和科技、每日

互动3家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的归属净利

润降幅在30%以上，三美股份、泉峰汽车、

震安科技三股2019年前三季度归属净利润

降幅在20%-30%，仙乐健康、因赛集团、亚

世光电等9股今年前三季度的归属净利润

降幅在10%-20%，剩余的10家企业降幅则

在10%以下。

经统计，在今年前三季度归属净利润

下降的25只新股中，化工行业的企业数量

较多，共有6家，占今年前三季度归属净利

润下降企业数量的比例为24%。松炀资源、

金时科技、大胜达均为轻工制造行业的企

业。其中松炀资源主要从事环保再生纸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金时科技主营业务为烟

标等包装印刷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

于为卷烟生产企业提供高品质的烟标产

品；大胜达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

印刷和销售瓦楞纸箱、纸板。此外，鸿合科

技、亚世光电两家公司均为电子行业从事

显示器件的公司。

深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上市首年出现净利

润下滑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与经济周期、

行业周期或季节性波动有关；也有的与企

业本身体量较小、收入确认无明显的季节

性规律有关；还可能与企业的“带病上市”

有关。

元利科技业绩“掉队”

上述归属净利下滑的25股中，元利科

技以39.42%的降幅成为2019级新股中的

“最差生”。

元利科技于今年6月20日上市，公司主

要从事精细化学品研发、生产、销售业务，

公司现有三大系列产品，围绕己二酸及其

副产品混合二元酸开发了二元酸二甲酯系

列产品、脂肪醇系列产品；围绕癸二酸副产

品仲辛醇开发了邻苯二甲酸二仲辛酯等增

塑剂系列产品。元利科技的增塑剂系列产

品主要应用在电线电缆、革制品、PVC输送

带、表面活性剂、光学眼镜树脂等领域。

今年前三季度元利科技实现的营业收

入、归属净利润出现双降的情形。数据显

示，元利科技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的营业

收入约8.96亿元，同比下降14.49%，对应实

现的归属净利润约1.22亿元，同比下降

39.42%，报告期内元利科技实现的扣非后

净利润约1.1亿元，同比下降47.2%。

实际上，元利科技上市的首份中报就

出现“变脸”情形。据元利科技的半年报显

示，公司在今年上半年实现的营业收入约

6.14亿元，同比下降9.7%，对应实现的归

属净利润约8795.11万元，同比下降

30.12%。

彼时元利科技称，净利润下降主要系

受整体宏观经济状况以及市场供求的影

响，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合理回落，利润出

现下滑；另外随着募投项目建设，主要产品

产能增加，为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

采取主动让利以引领消费需求的销售策

略，故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针对公司今年前三季度业绩下滑的原

因、2019年全年经营情况等相关问题，北京

商报记者曾致电元利科技证券部进行采

访，对方以目前相关负责人不在为由拒绝

了采访。

6股股价较上市首日下跌

在今年前三季度归属净利润下降的25

股中，有6股的股价表现不理想。

据Wind数据显示，自上市首日截至11

月5日收盘，元利科技、鸿合科技、仙乐健

康、三美股份、苏州龙杰、锦浪科技6股股价

均出现下跌。

除了苏州龙杰、锦浪科技2股的跌幅在

10%以下，其余4股的股价跌幅均在20%以

上。具体来看，三美股份自4月2日上市截至

11月5日的区间跌幅约24.25%。仙乐健康主

营业务为营养保健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及技术服务，该公司于今年9月25日上市，

截至11月5日收盘，仙乐健康股价的区间跌

幅约24.97%。此外，2019年5月23日上市的

鸿合科技，上市以来截至11月5日的股价区

间跌幅约27.19%。

相比之下，元利科技最惨。据Wind数

据显示，今年6月20日-11月5日，元利科

技的区间跌幅约39.52%，为今年前三季

度归属净利润下降的25只新股中的“最

熊股”。

另一个维度看，截至11月5日收盘，元

利科技的收盘价相对发行价跌幅为

12.92%，也是今年前三季度归属净利润下

降的25只股中，唯一一只较发行价下跌的

公司。而卓胜微则是今年新股中的“最牛

股”，截至11月5日，该股较发行价的涨幅已

经翻了10倍之多。

值得一提的是，元利科技、鸿合科技在

上市后仅收获一个涨停板，是今年前三季

度归属净利润下滑的新股中，“一”字板数

量最少的公司，而仙乐健康上市后只有两

个涨停板。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2019级新股三季报成绩单：逾两成业绩变脸

武藏野化学（中国）
有限公司

盐城华德（郸城）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金锣集团 伊利集团 武汉三江航天固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2728.85

3.4%
2435.28

3.03%
2242.88

2.8%
1934.85

2.41%
1851.2

2.31%

金丹科技2018年前五大客户情况

销售金额 占营收比例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