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飛鶴有限公司 Y

6186 HK

投資策略

研究部

hkcs@bmifm.com

市場 香港(主板)

行業 食品及飲料

網址 www.feihe.com

買賣單位 1,000

過戶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競爭優勢

全球發售

發售股份數目 8.93億股

國際發售股份數目 8.04億股

香港發售股份數目 8,933萬股

發售價 $7.50 - $10.00

面值 每股 0.000000025 美元 風險
股份編號 6,186

聯席保薦人
J.P. Morgan Securities (Far East)、招商證

券（香港）、建銀國際金融
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

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

人

J.P. Morgan Securities (Asia Pacific)、摩

根大通證券、招商證券（香港）、建銀國際金

融

其他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

席牽頭經辦人
尚乘環球市場、里昂證券、農銀國際融資、農

銀國際證券

其他聯席牽頭經辦人 方德證券、克而瑞證券 業務簡介


招股日期

10月 30日 (星期三) 至 11月 5日 (星期二)正

午

定價日期 11月 6日 (星期三)

公布售股結果日期 11月 12日 (星期二) 或之前

股票及退票寄發日期 11月 12日 (星期二) 或之前

股票開始買賣日期 19年 11月 13日 (星期三)

主要股東

董事冷友斌 49.90%

摩根士丹利 18.59%

劉華 10.45%

劉聖慧 9.11%

售股所得款項用途

主要供作：

 (40.0%) 用作償還債務；

 (20.0%) 用作潛在併購機會； 財務數據(人民幣千元) 2019 * 2,018 2,017

(10.0%) 用作為金斯頓廠房營運提供資金； 收益 5,891,721 10,391,917 5,887,260

(10.0%) 用作研發活動； 毛利 3,975,491 7,019,090 3,790,460

(5.0%) 用作為Vitamin World USA 的業務擴張提供資金； 稅前溢利 2,464,483 3,188,571 1,651,061

(5.0%) 用作營銷工作； 股東應佔溢利 1,750,833 2,242,254 1,160,226

(10.0%) 供作一般營運資金。 每股基本溢利(人民幣) 0 0 0

*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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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認購

中國飛鶴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各種嬰幼兒配方奶粉產品，包括高

端嬰幼兒配方奶粉及普通嬰幼兒配方奶粉，亦銷售多種成人奶粉、

液態奶產品、羊奶嬰幼兒配方奶粉及豆粉等。 

 
集團的乳製品主要通過遍布全國1800多名線下客戶(包括經銷商、

母嬰產品店營運商、超市和大型超市連鎖店)組成的廣泛經銷網

絡進行銷售，截至2019年6月30日，覆蓋超過10﹒9萬個零售銷

售點。除了集團自己的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如微信）外，集團

的產品亦在一些最大的電子商務平台上直接銷售，如天貓、京東

和蘇寧易購等。 

 
截至2019年6月30日，集團擁有及營運5個生產設施以生產集團

的產品，即克東廠房、甘南廠房、龍江廠房、飛鶴鎮賚廠房及拜

泉廠房。除飛鶴鎮賚廠房位於吉林省外，集團所有生產設施均位

於黑龍江省。 

1. 領 先 的 品 牌，超 高 端 產 品 增 長 在 主 要 品 牌 中 為 最 快 之 一；

2. 廣泛的 經銷網絡且高效的經銷和庫存管理 

3. 嚴格的安全控制標準及彪炳往績； 

4. 堅持採用 優質原材料 

1. 可能無法持續實現收益和盈利能力的 快速增長； 

2. 可能會遇到與產品偽造、摻假、假冒和質量控制問題

有關的負面宣 傳 或 媒 體 報 導； 

3. 可能因產品中任何未發現的缺陷而遇到客戶投訴或產

品責任 及召回索賠； 



T +852 3582 2777

P.2 W www.bmifm.com 香港證監會牌照公司 CE 編號:AHX617

免責聲明： 

 
本文由邦盟匯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編寫。邦盟匯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爲邦盟匯駿集團全資附屬公司。本文內容之信息相信從可靠之來源所得，但邦

盟匯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關聯公司及／或附屬公司（統稱「邦盟匯駿基金管理」）不對任何人士或任何用途就本文信息的完整性或準確性或適

切性作出任何形式擔保、陳述及保證（不論明示或默示）。當中的意見及預測為我們於本文日的判斷，並可更改，而無需事前通知。邦盟匯駿基金

管理會酌情更新其研究報告，但可能會受到不同監管的阻礙。除個別行業報告爲定期出版，大多數報告均根據分析師的判斷視情况不定期出版。預

測、預期及估值在本質上是推理性的，且可能以一系列偶發事件爲基礎。讀者不應將本文中的任何預測、預期及估值視作爲邦盟匯駿基金管理或以

其名義作出的陳述或擔保，或認爲該等預測、預期或估值，或基本假設將實現。投資涉及風險，過去的表現幷不反映未來業績。本文的信息並非旨

在對任何有意投資者構成或被視為法律、財務、會計、商業、投資、稅務或任何專業意見，因此不應因而作為依據。本文僅作參考資訊用途，在任

何司法管轄權下的地方均不應被視爲購買或銷售任何産品、投資、證券、交易策略或任何類別的金融工具的要約或招攬。邦盟匯駿基金管理不對收

件人就本報告中涉及的證券的可用性（或相關投資）做任何陳述。本文中提及的證券幷非適合在所有司法管轄權下的地方或對某些類別的投資者進

行銷售。邦盟匯駿基金管理及其它任何人仕對使用本文或其內容或任何與此相關産生的任何其它情况所引發的任何損害或損失（不論直接的、間接

的、偶然的、示範性的、補償性的、懲罰性的、特殊的或相應發生的）概不負上任何形式的責任。本文所提及的證券、金融工具或策略幷不一定適

合所有投資者。本文作出的意見及建議幷沒有考慮有意投資者的財政情况、投資目標或特殊需要，亦非擬向有意投資者作出特定證券、金融工具及

策略的建議。本文的收件人應僅將本文作爲其做出投資决定時的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幷應自行對本文所提及的公司之業務、財務狀况及前景作出獨

立的調查。讀者應審慎註意（i）本文所提及的證券的價格和價值以及來自該等證券的收益可能有所波動；（ii）過去表現不反應未來業績；（iii）本

文中的任何分析、評級及建議爲長期性質的（至少 12 個月），且與有關證券或公司可能出現的表現的短期評估無關聯。在任何情況下，未來實際業

績可能與本文所作的任何前瞻性聲明存在重大分歧；（iv）未來回報不受保證，且本金可能受到損失；以及（v）匯率波動可能對本文提及的證券或

相關工具的價值、價格或收益產生不利影響。應註意的是，本文僅覆蓋此處特定的證券或公司，且不會延伸至此外的衍生工具，該等衍生工具的價

值可能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且可能與相關證券的價值無關。該等工具的交易存在風險，幷不適合所有投資者。盡管邦盟匯駿基金管理已采取合理

的謹慎措施確保本文內容提及的事實屬正確、而前瞻性聲明、意見及預期均基于公正合理的假設上，邦盟匯駿基金管理不能對該等事實及假設作獨

立的覆核，且邦盟匯駿基金管理概不對其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負責，亦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不論明示或默示）。除非特別聲明，本文提及的

證券價格均爲當地市場收盤價及僅供參考而已。沒有情况表明任何交易可以或可能依照上述價格進行，且任何價格幷不須反映邦盟匯駿基金管理的

內部賬簿及記錄或理論性模型基礎的估值，且可能基于某些假設。不同假設可能導致顯著不同的結果。任何此處歸于第三方的聲明均代表了邦盟匯

駿基金管理對由該第三方公開或通過認購服務提供的數據、信息以及/或意見的闡釋，且此用途及闡釋未被第三方審閱或核準。除獲得所涉及到的第

三方書面同意外，禁止以任何形式覆制及分發該等第三方的資料內容。收件人須對本文所載之信息的相關性、準確性及足够性作其各自的判斷，幷

在認爲有需要或適當時就此作出獨立調查。收件人如對本文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徵求獨立法律、財務、會計、商業、投資和/或稅務意見幷在做出投

資决定前使其信納有關投資符合自己的投資目標和投資界限。 

  
  
使用超鏈接至本文提及的其它網站或資源（如有）的風險由使用者自負。這些鏈接僅以方便和提供信息為目的，且該等網站內容或資源不構成本文

的一部分。該等網站提供的內容、精確性、意見以及其它鏈接未經過邦盟匯駿基金管理的調查、核實、監測或核準。邦盟匯駿基金管理明確拒絕爲

該等網站出現的信息承擔任何責任，且不對其完整性、準確性、適當性、可用性及安全性作任何擔保、陳述及保證（不論明示或默示）。在進行任

何線上或線下訪問或與這些第三方進行交易前，使用者須對該等網站全權負責查詢、調查和作風險評估。使用者對自身通過或在該等網站上進行的

活動自負風險。邦盟匯駿基金管理使用者可能轉發或被要求通過該等網站向第三方提供的任何信息的安全性不做擔保。使用者已被認爲不可不撤銷

地放弃就訪問或在該等網站上進行互動所造成的損失向邦盟匯駿基金管理索賠。 

  
  
與在不同時間或在不同市場環境下覆蓋的其它證券相比，邦盟匯駿基金管理根據要求可能向個別客戶提供專注于特定證券前景的專門的研究産品或

服務。雖然在此情况下表達的觀點可能不總是與分析師出版的研究報告中的長期觀點一致，但邦盟匯駿基金管理有防止選擇性披露的程序，幷在觀

點改變時向相關讀者更新。邦盟匯駿基金管理亦有辨別和管理與研究業務及服務有關聯的潜在利益沖突的程序， 亦有中國墻的程序確保任何機密及

/或價格敏感信息可被恰當處理。邦盟匯駿基金管理將盡力遵守這方面的相關法律和法規。但是，收件者亦應注意邦盟匯駿集團及其附屬機構以及/

或其高級職員、董事及雇員可能會與本文所提及的證券發行人進行業務往來，包括投行業務或直接投資業務，或不時自行及／或代表其客戶持有該

等證券（或在任何相關的投資中）的權益（和/或遲後增加或處置）。因此，投資者應注意邦盟匯駿基金管理可能存在影響本文客觀性的利益沖突，

而邦盟匯駿基金管理將不會因此而負上任何責任。此外，本文所載信息可能與邦盟匯駿基金管理關聯人士，或其它成員，或邦盟匯駿基金管理發表

的意見不同或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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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級定義 ： 

  

股票評級(12 個月) 

解釋 

  

  

 

 

 

 

 

 

 

 

 

 

 

 

 

 

 

 

 

 

  

本文僅爲邦盟匯駿基金管理的機構或專業客戶提供信息。如任何司法管轄權區的法例或條例禁止或限制邦盟匯駿基金管理向您提

供本文，您幷非本文的目標發送對象。在讀閱本文前，您應確認邦盟匯駿基金管理根據有關法例和條例可向您提供有關投資的研

究資料，且您被允許幷有資格接收和閱讀本文。邦盟匯駿基金管理對第三方再分發本研究報告的行爲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若本文已經通過電子途徑，如電子郵件分發，那該途徑並非保證安全或無誤，因為信息可能被攔截、損壞、丟失、破壞、遲達

或不完整，或包含病毒。因此，邦盟匯駿基金管理對電子傳送對本文可能産生的任何錯誤，或內容遺漏不負責任。 

 本文中所載的披露由邦盟匯駿基金管理編制，應按香港法律管轄及解釋。 

 © 邦盟匯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本文所使用的標志、標識和徽章及公司名稱「邦盟匯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屬于邦盟匯

駿集團和/或邦盟匯駿基金管理的注册及非注册商標。版權所有，違者必究。除非另有說明，本文中的所有材料的版權爲邦盟匯

駿基金管理所有。未經邦盟匯駿基金管理的書面同意，本文或本文中的任何部分不得覆制、出售或再次派發。 

  

以上聲明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