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味食品”）拟申

请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说明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3,000.00 万元，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全部用于“天味食品调味品产业化项目”及“食品、调味品

产业化生产基地扩建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信息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天味食品调味品产业化项目 154,544.57 132,000.00 

食品、调味品产业化生产基地扩建项目 41,485.35 31,000.00 

合   计 196,029.92 163,0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以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范围内，公

司董事会可以根据项目进度、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资内容的

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额时，缺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一）天味食品调味品产业化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为配合公司总体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提升公司中长期产能储备并引领整个

复合调味品行业智能制造水平的发展，公司拟在成都市郫都区通过新设全资子公

司建设天味食品调味品产业化项目。项目建设总投资 154,544.57 万元，建设期 2

年，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132,000.00 万元。 



2、项目建设必要性 

（1）复合调味品行业发展趋势良好，市场前景广阔 

作为全球最大的调味品消费国，近年来我国调味品销售实现了强劲增长，其

中复合调味品由于味型丰富且烹饪效率高，较好迎合了餐饮端和家庭端的诉求，

其渗透率及使用频次均有明显提升，复合调味品正快速增长，占比整个调味品市

场的比例也持续提升。根据 Frost&Sullivan 统计，2018 年我国复合调味料市场规

模为 1,091 亿元，2013-2018 年复合增速 14.39%。未来，无论从人均消费额还是

结构占比来看，我国复合调味品对比国外成熟市场均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中泰

证券研究所研究预计，至 2021 年单一调味品市场规模将达到 5,612 亿元，5 年复

合增速为 8.6%，复合调味品市场规模将达到 1,658 亿元，5 年复合增速为 14.2%。 

受益于辣味的刺激性和高复购率，火锅底料及川菜调味料正成为复合调味料

行业中发展最快的两个子行业。根据 Frost&Sullivan 统计，近年来火锅底料保持

高速增长，市场规模从 2013 年 116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 237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达到 15.36%；预计 2020 年，火锅底料市场规模将突破 300 亿元，未来规模可观。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统计数据，2018 年我国川菜调料市场规模 184 亿元，2011

年至 2018 年以 19.46%的复合增长率高速增长，随着研发水平的提升以及川菜调

味料品类的日渐丰富，川菜调料市场规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综上，公司所处复

合调味品行业发展趋势良好，市场前景广阔。 

（2）复合调味品行业市场竞争激烈，未来市场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公

司需积极把握市场机遇赢得竞争 

当前复合调味料行业处于高速成长期，市场竞争激烈，但行业集中度还较低。

以火锅底料行业为例，火锅底料行业前五集中度约 30%，龙头企业市场占有率不

足 10%。当前火锅底料行业龙头企业正在快速扩张，提高市场占有率。发行人和

颐海国际作为火锅底料两大龙头企业，当前已具备规模优势、知名度高，全国化

布局领先，未来有望进一步扩大市场，提高市场集中度。其他市场参与者亦具备

一定竞争优势，如重庆红九九食品有限公司的大单品较强，广泛渗透小 B 端客

户；重庆桥头火锅调料有限公司、重庆德庄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内蒙古红太阳

食品有限公司等依托餐饮市场深度发展；成都扬名食品有限公司率先进入手工火



锅底料市场，带动了手工火锅底料的快速发展。 

川菜调料行业生产企业众多，主要企业包括发行人、颐海国际、重庆红九九

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周君记火锅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德庄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等，

但主要以小企业为主，竞争激烈，公司为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公司，在口味上独具

一格，在体量上有一定的规模优势。 

综上，公司具备全国化布局基础，近年增长趋势良好，在当前市场竞争格局

下，公司需积极储备产能、充分利用自身竞争优势、把握市场机遇以赢得竞争。 

（3）在行业及公司双增长背景下，为实现公司经营目标做好产能储备 

在行业及公司双增长背景下，2019 年公司火锅底料和川菜调料的产能利用

率均较高。火锅辣味重，在天气较冷的时候食用较多，2019 第一季度和第二季

度公司火锅底料的收入只占全年的 15%左右，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分别占 30%

和 40%。川菜调料也属于辣口味，因此三四季度收入占比高于一二季度。香肠腊

肉调料则基本在春节前的四季度销售。在全年产能已经比较饱和的情况下，公司

旺季面临产能严重不足的情况，布局短、中、长期相结合的产能结构是支撑公司

收入增长的重要保障。 

同时基于行业平均增速水平及对行业龙头可能获得的更快的市场增速的预

期，公司目前的生产能力尚不足以巩固并扩大市场占有率，尚不足以支持公司未

来经营业绩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序搭建与经营目标相配套的生产体系，为实现公

司经营目标做好产能储备。 

（4）优化公司生产体系，引领整个川调行业智能制造水平的提升 

公司新建项目建设将整合近年来行业相关最新技术资源，大幅提升生产自动

化、智能化水平，在设备引进和生产工艺上进行革新，引领整个复合调味料行业

生产自动化水平。如：①生产前段以反应釜和自动配料系统为突破口，提高生产

效率，显著降低能耗、人工干预以及对熟练工经验的依赖，工艺控制更加精准，

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得到更大的保证，且产品追溯更加精细；②生产后段以伺服

注料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灌装机和螺旋冷却设备为突破口，提高灌装精度，彻底解

决包括排包、摆袋、推包等问题。同时后段也将使用全自动装箱码垛系统，减少



用工，降低物料浪费。冷却线全部优化为更加成熟且在食品行业广泛运用的螺旋

冷却，能耗更低、效率更高，预计可减少 15-20%的能耗。③成品环节使用自动

立体库房，在提升仓库利用率的同时，确保成品库存和出入库的数量及批次的准

确率。 

3、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建设总投资 154,544.57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132,000.00 万元。项

目投资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细类 投资金额 

1 场地、建筑、装修及其它 94,328.54 

2 软硬件设备 38,062.00 

3 项目预备费 6,154.03 

4 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16,000.00 

 合计 154,544.57 

4、项目产品方案 

项目建设完成后，达产年预计可新增火锅底料产能 5 万吨/年，新增川菜调

料产能 10 万吨/年。 

5、项目实施可行性 

（1）公司具备较强市场调研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多款产品快速增长 

公司高度重视产品的研发与创新，针对不同地区饮食习惯、不同的烹饪需求，

公司以市场调研的数据作为基础，不断进行现有产品迭代和新产品研发。公司每

年均会推出新产品或新配方，以 3-5 年为周期，打造具有广泛市场需求的大单品。

除新品开发外，公司也不断进行现有产品口味测试，做好现有产品迭代，保证新

口味的延伸和替代，保持产品竞争力。公司 2010 年推出的老坛酸菜鱼调料，期

间多次进行产品升级，从推出至今持续保持快速增长，为公司贡献较大收入；2017

年推出的手工火锅底料，迎合了市场的需求，成为公司典型的大单品。此外，公

其他较受市场欢迎的单品如大红袍、青花椒鱼调料、小龙虾调料和麻辣香锅调料

等也增长迅速。公司开发的产品均经过严谨的试验、充分的市场调研，并且不断

的迭代更新，产品获得了消费者的喜爱和市场的认可。公司较强的市场调研能力



和产品研发能力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2）公司已经培育出“大红袍”、“好人家”等颇具影响力的品牌，市场

口碑好，知名度高 

复合调味料经历了最近几年的稳健增长，未来仍具备较高的成长能力，行业

空间非常广阔。行业的整体竞争格局较为分散，尚未像酱油、醋等行业一样出现

绝对的龙头企业。作为深耕复合调味料多年的优秀企业，公司已经培育出“大红

袍”、“好人家”等颇具影响力的品牌，“大红袍”、“好人家”品牌获得“国

家驰名商标”认可。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饮食习惯的多元化，川味复合调

味料的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打开。公司品牌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占据了良

好的先发优势，是公司新项目实施的重要保障。 

（3）技术及工艺优势凸显，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当前公司已组建专业齐备、年龄结构合理、具有开拓精神的科研队伍，主要

核心技术人员长期从事调味品的生产和研发工作，配备了先进的研发、检测设备，

能够综合运用食品工程、食品安全与营养、食品分析与检验等基础工艺技术进行

研发。公司产品研发中心 2010 年 10 月被评为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取得了“火

锅底料灌装自动化技术及装备”等科技成果。此外，公司还是火锅底料、辣椒酱

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也参与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火锅底料”、“半固态复

合调味料”等的起草。同时，公司致力于采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食品工业，积极

进行复合调味料自动化生产技术和关键生产设备的自主研发，在复合调味料全自

动炒制、全自动输送灌装、火锅底料称量和冷却成型、全自动外包装等方面实现

技术突破。公司研发的火锅底料冷却成型生产系统、牛油火锅底料全自动包装生

产线等已获得国家专利，火锅底料灌装工序自动化技术及装备获得了中国调味品

协会“新工艺”奖，公司的生产工艺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 

（4）公司制定了全面的市场营销战略规划，开拓产品销售渠道 

为配合公司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公司制定了全面的市场营销规划，具体包

括：①全渠道、分品牌运营战略，公司扩大经销商数量的同时，提升经销商质量、

实现渠道的优化和下沉。2019 年公司经销商 1,221 家，未来，公司将继续围绕“全

渠道”、“分品牌”两大思路进一步扩大招商力度、提升招商质量。②加大品牌



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公司计划通过利用知名的广告公司、传播资

源、一线综艺节目和明星等资源开展品牌建设投入，致力于打造全国性的品牌知

名度。③重点关注非成熟地区业务，发力海外市场、线上销售等。 

6、项目选址 

项目建设地址拟在成都市郫都区川菜产业园永安路 777 号，投资项目新增规

划使用场地面积约 266 亩。该项目用地尚未取得，目前正在积极获取中。 

7、项目实施主体及建设周期 

项目拟由发行人成立全资子公司组织实施。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4 个月。建

设资金将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和进度安排分批投入使用。 

8、项目备案及环保情况 

项目主要为公司现主力产品火锅底料、川菜调料产能的扩充，生产工艺更为

先进，污染排放与现有产品基本相同，主要为生产废水、炒制油烟、生活垃圾及

炉渣等废弃物。截至本可行性分析报告公告日，项目备案及环评工作仍在办理中。 

9、项目经济效益 

项目预计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1.56%，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08 年。项目

具有明确的市场前景，项目投资收益较好，切实可行，能够给公司带来良好回报。 

（二）食品、调味品产业化生产基地扩建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为配合公司总体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进一步扩大公司双流产基地的生产能

力，公司拟在成都市双流区通过公司自身建设食品、调味品产业化生产基地扩建

项目。项目紧邻原有生产基地，通过扩建后基地生产能力及生产自动化、智能化

将进一步提升。该项目总投资 41,485.35 万元，建设期 2 年，拟使用募集资金投

资 31,000.00 万元。 

2、项目建设必要性 

项目实施基于配合公司总体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提升公司中长期产能储备



并引领整个川味复合调味料智能制造水平的发展。与天味食品调味品产业化项目

相比，本项目产品方案仅为火锅底料。项目紧邻原有生产基地，是对原有生产基

地的产能扩充。项目建设必要性与天味食品调味品产业化项目基本一致。 

3、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建设总投资 41,485.35 万元，拟采用募集资金投资 31,000.00 万元。项目

投资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细类 投资金额 

1 场地、建筑、装修及其它 20,880.10  

2 软硬件设备 11,058.50 

3 项目预备费 1,546.75 

4 项目铺地流动资金 8,000.00 

 合计 41,485.35 

4、项目产品方案 

项目建设完成后，达产年预计可新增火锅底料产能 4 万吨/年。 

5、项目实施可行性 

项目建设完成后，新增火锅底料产能将纳入公司整体制造、营销体系进行管

理。项目实施可行性与天味食品调味品产业化项目基本一致。 

6、项目选址 

项目建设地址坐落在成都市双流区双流区西航港街道龙港村集体、黄甲街道

双华社区三组，紧邻公司原有双流生产基地，投资项目新增规划使用场地面积约

45 亩，该项目用地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7、项目实施主体及建设周期 

项目由发行人自行组织实施。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4 个月。建设资金将根据

项目实施计划和进度安排分批投入使用。 

8、项目备案及环保情况 

项目主要为公司主要产品大类火锅底料产能的扩充，生产工艺更为先进，污

染排放与现有产品基本相同，主要为生产废水、炒制油烟、生活垃圾及炉渣等废



弃物。截至本可行性分析报告公告日，项目备案及环评工作仍在办理中。 

9、项目经济效益 

项目预计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5.65%，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5.63 年。项目

具有明确的市场前景，项目投资收益较好，切实可行，能够给公司带来良好回报。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以及

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对公司未来发展战

略具有积极作用。本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将提升

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巩固和

提高公司行业地位，增强市场影响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投产

后，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增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将大幅

提升，公司财务状况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与改善；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进一

步增加，财务结构将更趋优化，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综上，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

展的需要，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资产规模，提升公司资

产质量，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四、结论 

综上，经审慎分析论证，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项目符

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募集资金的合理运用将给公司带

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的综

合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是必要且可行的。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