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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清”关联关系 益客食品IPO胜算几何
益客食品2019年1-6月前五大客户情况

在养殖业高歌猛进的当口， 近日被公布抽中现
场检查的拟IPO企业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益客食品”）吸引了市场诸多目光。作
为新希望等知名企业的竞争对手以及绝味食品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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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亦尤为受到市场注意。2018年7月， 东航羽绒

但两者交易的公允性等仍是益客食品难以回避的问
题。此外，报告期内与益客食品曾存在关联关系的两
名客户益佳合作社、益田合作社则在2018年4月进行
了注销。

月，益客食品向东航羽绒及其下属公司的
销 售 金 额 合 计 分 别 为 27943.83万 元 、
45019.98万元、55114.01万元、34831.54万
元，占营收的比例分别为3.75%、5.99%、
5.56%以及4.99%。不难看出，2016-2018
年，益客食品对东航羽绒的销售金额逐年
增加。
细读招股书可知，东航羽绒与益客食
品关系“匪浅”。根据招股书介绍，东航羽绒
原系益客食品控股股东益客农牧参股公
司。而往前追溯，益客农牧所持东航羽绒股
份则是从益客食品受让而来。历史资料显
示，东航羽绒系益客食品参股设立的公司。
2013年6月，东航羽绒由3家公司出资成
立，出资方之一即为益客食品，成立之初，
益客食品持股40%，为第一大股东。近一年
后，益客食品将其所持东航羽绒股份于
2014年3月转让至控股股东益客农牧。
2018年3月，益客食品IPO辅导备案登
记受理。在此之前，东航羽绒股权结构发生
了调整。2017年7月，益客农牧将其所持东
航羽绒股份转让至无关联第三方杭州三友
羽绒有限公司。2018年7月，东航羽绒与益
客农牧关联关系截止，之后双方之间的交
易不再作为关联交易披露。
“报告期内东航羽绒部分时间系益客
食品关联方，解除关联关系后公司与东航

与大客户关联关系解除

从招股书来看，2016年至2019年1-6
月，东航羽绒（包括下属公司）在益客食品
前五大客户中占有重要位置，不过，东航羽
绒长时间与益客食品存在关联关系。报告
期内，益客食品与大客户的关联关系被紧
急解除，2018年7月之后东航羽绒则不再
作为关联方披露。
作为禽类食品头部企业，益客食品主
营业务涵盖范围广泛，包括禽类屠宰及
加工（屠宰板块）、饲料生产及销售（饲料
板块）、商品代禽苗孵化及销售（种禽板
块）以及熟食及调理品的生产与销售（调
熟板块）。
从主营业务收入按照产品分类来看，
鸭产品销售收入占据益客食品半壁江山。
前五大销售客户方面，东航羽绒作为益客
食品销售鸭产品（鸭毛）的客户，在益客食
品的前五大客户中居于前列。根据招股书，
除2016年外，报告期内的2017年至2019年
1-6月，东航羽绒均高居益客食品第一大
客户之位。即便2016年未能居于首位，东
航羽绒也排在益客食品当年第二大客户的
位置上。据介绍，益客食品主要向东航羽绒
销售鸭产品（鸭毛），2016年至2019年1-6

羽绒交易价格的公允性等无疑需要给出一 熟品。2016年、2017年，益客食品向益田合
个解释，而这亦恐是监管层关注的重点。” 作社的关联销售金额分别0.5万元以及
1680.72万元。与益佳合作社相同，益田合
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
作社同样在2018年4月注销。而在2018年4
两名关联销售方2018年注销 月前，益客食品与益田合作社存在关联关
系。根据介绍，益客食品董事公丽云曾担任
报告期内，与益客食品曾有关联关系 益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
的两家客户益佳合作社、益田合作社在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企业可以
2018年进行了注销。
存在关联交易，但是必须证明该关联交易
益佳合作社是益客食品客户之一，从 的存在是必要的、价格公允且程序规范”。
介绍来看，益客食品主要向益佳合作社销 宋清辉亦表示，关联交易行为容易滋生利
售饲料、鸡鸭苗。2016年、2017年，益客食 益输送等问题，这也是监管层一般重点关
品向益佳合作社销售金额分别为8277.4万 注的原因。
元、11840.21万元 （当年关联销售金额
对于存在的关联交易，益客食品在招
9198.69万元）。从前五大客户名单表来 股书中表示，销售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制定，
看，在2017年，益佳合作社曾一度处于益 不存在对公司或关联方的利益输送。
客食品的第四大客户之位。
而报告期内的一段时间（2017年6月
子公司问题频出
前），益佳合作社还有着另一个身份，即益
客食品关联方。据介绍，益客食品董事刘铸
在闯关路上，益客食品子公司问题频
曾担任益佳合作社法定代表人。2016年6 出也让益客食品有些不省心。
月，刘铸不再担任益佳合作社法定代表人。
根据招股书，2015-2018年，益客食品
益佳合作社与益客食品的关联关系在 及子公司共存在13起环保行政处罚。其中，
2017年6月截止。近一年后，益佳合作社于 2015年1起，2016年有6起，2017年1起，
2018年4月进行了注销。
2018年有5起。
益田合作社同样曾系益客食品客户，
最近的一起系在2018年10月20日，益
益客食品主要向益田合作社销售饲料、调 客食品子公司新沂众客因肉鸡宰杀升级改

65股股价不足2元 过半为ST股
ST锐电（601558）将触发面值退市条例，A股的低价股也受
到市场关注。据Wind统计，截至4月7日，剔除暂停上市及停牌的
个股外， 目前两市共有65只个股股价低于2元，ST股在低价股中
的数量占据半壁江山。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价值投资为主流投资
理念的背景之下，对绩差股和问题股应避而远之。

整体来看，目前A股的低价股数量
较去年出现大幅增加的情形。据Wind统
计，在2019年4月7日，两市股价低于2元
的股票数量为11只。经计算，截至2020
年4月7日，沪深两市股价低于2元的个股
数量较去年同日同比增加近五倍。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Wind数据统计
计算，这65只个股每股的股价合计金额为
99.49元。截至4月7日，两市共有57只个股
每股的股价在百元以上。其中贵州茅台一
股的股价就达到1159.95元/股，前述数据
看出，65只个股每股股价的合计金额尚不
足贵州茅台一股的1/10。
65股中，仅ST锐电一只股票的股
价在1元以下，截至4月7日，ST锐电的
收盘价为0.8元/ 股，为两市最“熊”股。
因公司股票将因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
股票面值，触及终止上市条件。根据有
关规定，ST锐电股票将于4月14日开
始停牌。*ST飞马、天广中茂分别以
1.02元/ 股的股价并列A股熊股榜的第
二名。
据Wind数据筛选计算，65只低价
股中，有36股为ST股，占低价股数量的
比例约55.38%。其中ST中天、ST中南、

ST信威、ST摩登、*ST九有等均在低价
股的名单中。
这些低价多为绩差股。据Wind统
计，65只低价股中，在已经对2019年业
绩进行预告的61股中，除了14股预计年
报类型为扭亏、预增、略增外，其余47股
均“报忧”。
业绩“报忧”的47只低价股中，ST股
占了29个名额，其中有23只ST股预计
2019年年报续亏。低价股中的ST股里，
利源、*ST工新等28只ST股预计
*ST
2019年亏损数额在10亿元（不含）以上，
预亏数额最大的是*ST信威，该公司预
计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67亿元。这也使得*ST信
威暂停上市风险加剧，而此前为了自
救，*ST信威还筹划拟与海内外大型投
资机构和电信运营企业等合作。对于该
事件的相关进展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
致电ST信威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方
工作人员表示“如有新的进展将会披露
相关公告”。
除了业绩表现差外，低价股中的多
只个股存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据
Wind统计，以披露为统计口径，自2019
*

年4月7日至2020年4月7日，两市共有57
股被立案调查，其中ST股有26股。而对
比低价股名单后发现，其中ST中天、ST
银亿、ST天润、ST摩登、ST华仪等均存
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从“股龄”上看，65只低价股中，有
19只个股上市时间不足十年，占目前
低价股个股数量的比例约29.23%，包
括爱康科技、和邦生物、天翔环境等。65
只低价股中，ST金贵“最年轻”。ST金贵
于2014年1月28日上市，截至4月7日，
ST金贵的收盘价为1.85元/ 股。而 *ST
欧浦仅比ST金贵早一天上市，此外，天
翔环境也于2014年1月在A股上市。相
比之下，*ST鹏起则是这些低价股中
“资历”最老的股票，其于1992年就登
陆资本市场。
在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 业绩不
佳、负面消息缠身导致这些股票股价走
低。尤其是A股市场加速出清、价值投资
为主流投资理念的背景之下，投资者不
再对低股价盲目抄底”。前海开源首席
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业绩为王”仍是
选股的重要思路。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造扩建项目未经环保审批擅自开工建设，
被罚3万元。再往前看，益客食品在2018年
7月25日因存在未按照规定进行预处理，向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不符合处理工艺要
求工业废水的环境违法行为，被处以10万
元罚款。而在5个月前，益客食品曾在2018
年2月22日因存在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
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
境违法行为刚刚被罚10万元。
2018年7月12日，益客食品子公司沭
阳益客因存在通过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
治设施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等
违法行为被罚款。另外，益客食品子公司大
地农业则于2018年6月29日因肉鸭升级改
造扩建项目未经环保部门审批擅自建设被
处罚。
除发生多起环保处罚事项外，益客食
品子公司在安全生产方面还因存在违法行
为而被罚。2019年3月14日，因临沂众客饲
料存在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
识、提出防范措施、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
等6项违法行为被罚款。股权关系显示，益
客食品间接持有临沂众客饲料100%股权。
就公司此次IPO相关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曾向益客食品发去采访函进行采访。
截至发稿，对方未进行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支援朝阳疫情重点防控区域的市场监管人
随着国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有效防止境外输入成为目
前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为了落实北京市市
委书记蔡奇指示精神，严格入境人员健康管
理，抓紧抓实抓细社区防控工作，朝阳区市场
监管局青年干部积极响应号召，对朝阳区重
点防控区域望京街道开展支援工作。
朝阳区望京街道常住人口20余万人，其
中登记外籍人士达5000余人，境外输入压
力大，工作量剧增。3月18日晚，我局接到抽
调任务通知，抽调了登记科的刘思含、钟国，
稽查大队的孙兴宇，团结湖工商所的钟岳达
和望京工商所的吴浩玮5名干部前往支援。
接到通知后，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向局党委
递交了《承诺书》，保证坚决完成组织赋予的
任务，第二天准时向望京街道办事处报到，
实行白班晚班两班倒，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

社区的安全防护工作是防疫工作的第
一道防线，做好返京人员的隔离情况登记工
作也非常重要。市场监管局干部吴浩玮就在
望京西园三区社区负责排查返京人员隔离
情况。
早上8点半，他就准时到达社区，开始一
天的工作。随着滞鄂返京人员的增多，他的工
作量也在增加。排查返京人员情况、办理出入
证、录入信息、登记隔离情况，要保证所有信
息录入准确，无缺漏、无死角，用认真细致的
工作织密社区防控安全网。

夜色下的忙碌转运

复工复产安全排查

3月25日，北京第一批滞留湖北人员两
个车次800余人返京。为做好在鄂北京人员
返京接收转运工作，朝阳区组建返京转运服
务专组，刘思含、孙兴宇、钟岳达被抽调到转
运服务专组，开始了忙碌的转运工作。
3月25日下午3时，他们就抵达工作岗
位，提前熟悉工作流程，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滞
鄂返京人员的到来。首批滞鄂返京人员在北
京西站完成登记工作并转运到朝阳区时，天
色已经渐暗。“欢迎回家，您是哪儿的，望京？
请走这边.……”他们在夜色下引导着返京人
员到所属街乡登记点进行登记，快速核对信
息、测量体温、登记入册、为行李消毒，完成登
记工作后，与车辆实行点对点交接，并与社区

望京地区商务楼宇众多，办事人员密集，
防控难度大。市场监管局干部钟国负责商务
楼宇的安全排查工作。他在麒麟社社区签到
后，就前往楼宇，挨家挨户走访登记，协助商
户签署《安全复工承诺书》，检查复工安全防
护情况，向商户宣传防控知识，一天下来共排
查了9层楼70余户。
在朝阳区疫情重点防控区域工作，根据
疫情防控需要，每天都有可能更换不同的工
作岗位，工作强度每天都在不断增加，面对繁
杂的工作流程，这群年轻的市场监管人积极
应战、尽职尽责、快速适应，在支援岗位上用
实际行动展现了市场监管人的责任和担当，
为早日打赢疫情防控战役贡献力量！

部分提前对接，把返京人员安全送回家，此
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市场监管局的干部们始
终保持着昂扬的工作精神和热情的工作态
度，迎接返京人员回家。
社区隔离情况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