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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一文读懂亚洲渔港：生鲜餐饮食材专业化综合服务供应商

• 亚渔有限成立，成立

时的名称为大连美姿

克特食品有限公司

2002

• 2002-2004 年 ， 主

要从事休闲食品、

调味品的经销

2003

• 2004年7月以来，主营

业务从食品经销逐步转

型到以海水深加工产品

为主的研发、销售

2004

• 2014年1月，荣获“中

国驰名商标”

2014

• 2017年被商务部列入“电子商务

示范企业”，同年再次荣膺水产品

“中国十大品牌”之一，“蒜蓉粉

丝扇贝”产品被评为“辽宁特色礼

物”。

• 2017年6月以及2018年5月向美团

点评下属公司转让亚食联发展股权

2017

• 2018年，为进一步扩充生鲜餐

饮食材产品线，在原有深加工

产品业务基础上，拓展虾类、

鲍鱼初加工产品的业务，同时

对外提供仓储物流服务

2018

• 2019年收购从事商超、

餐饮终端城市物流配送

的柠檬供应链，进一步

强化综合服务能力，增

加客户粘性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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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渔港为标准化生鲜餐饮食材供应商01
• 公司主营业务为标准化生鲜餐饮食材的研发、销售及配送服务，通过专业化的综合服务，实现高效率流通，有效控制采购

成本、履约成本、获客成本，从而实现盈利。

① 产品服务：速冻海水深加工（虾类、贝类、鱼类、鱿鱼类、面点类、牛羊肉类），初加工产品（虾系列、鲍鱼系列），

仓储物流服务（采购第三方运输商、仓储商，除配送公司产品外对外提供食材配送服务，主要包括干线物流服务，城市

配送服务）

② 产品加工：以委托加工模式为主

③ 销售模式：以经销（单一层次经销、买断式经销）为主，随着冷链物流网络逐步完善，直销比例逐年提升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

图：公司面向餐饮渠道客户的生鲜食材供应商 图：公司盈利模式强调高效流通与成本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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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加速增长，扣非利润稳健增长02
• 公司收入增速拾阶而上。2017、2018、2019年公司实现收入8.2、9.1、12.0亿元，2018、2019年分别同比+11%、

32%，初加工业务拓展拉动公司收入加速增长。

• 2017年非经常性损益体量较大，扣非净利保持稳健增长。2017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大，主要系公司转让亚食联

发80.10%股权及剩余19.90%股权收益较大，同时2017年理财资金量增加，从而取得较多的理财收益。2017-2018年公

司扣非净利润4336.16、5530.51、6750.46万元，扣非净利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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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收入加速增长 图：2017年非经常损益对利润影响较大 图：扣非净利稳定增长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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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持股合计63.26%，股权相对集中。亚渔实业持有发行人 59.73%的股份，是亚洲渔港的控股股东。

亚洲渔港实际控制人为姜晓先生，49岁，间接持股合计63.26%。姜晓先生先后任职于大连耐酸泵厂、和路雪（中国）

有限公司、菲仕兰（天津）乳制品有限公司、辽宁御苁蓉药业有限公司、础明集团有限公司。2003 年 6 月至今任职于

公司， 目前任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其余公司高管团队在公司任职时间久，管理团队能保持稳定。

实控人间接持股63.26%，管理团队稳定03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表：公司高管团队在公司任职时间久，管理团队稳定

序号 姓名 职务 介绍

1 姜晓 总经理
男，1971年9月生，先后任职于大连耐酸泵厂、和路雪（中国）有
限公司、菲仕兰（天津）乳制品有限公司等。2003年6月至今任职
于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

2 玄兆利 副总经理
男，1973年11月生，先后任职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下属销售
公司、上海雀巢饮用水有限公司、内蒙古亿利天然药业投资有限公
司等。2009年11月至今任职于公司，任董事、副总经理。

3 王友敏 副总经理
男，1973年11月生，先后任职于山东烟台木钟厂、烟台啤酒青岛朝
日有限公司、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2014年5月至今任职于
公司，任董事、副总经理。

4 徐秀艳 副总经理
女，1974年1月生，先后任职于大连福来休食品有限公司、大连冠
华食品有限司。2010年5月至今任职于公司，任董事、副总经理。

5 李青平 财务总监
女，1972年5月生，先后就职于国营五二三厂、大连锦绣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大连星海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大连
分所等。2012年3月至今任职于公司，任财务总监。

6 夏珊珊 董事会秘书

女，1985年6月生，先后就职于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长生
岛集团食品有限公司。2012年8月至2017年4月，任职于公司；
2017年5月至2018年10月，任职于亚食联发展。2018年11月至今
任职于公司，任董事会秘书。

图：亚渔实业为控股股东，姜晓先生为实控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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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渔港共有14家控股公司，1家参股公司，1家分公司，业务集中在餐饮管理、供应链管理、食品加工、批发、零售

等方面，其中前进宝（上海）即2019年收购的柠檬供应链，2019年6月30日纳入合并范围。

下属14家控股公司，1家参股公司，1家分公司04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公司子公司业务集中在餐饮管理、供应链管理、食品加工、批发、零售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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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万亿市场容量，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趋势明显05
• 生鲜餐饮食材供应上游行业主要包括水产、肉类养殖以及种植行业，下游客户主要是餐饮行业，终端客户主要包括大、中

型连锁中餐厅、西餐厅、西式简餐厅、火锅餐饮业、酒店婚庆宴席等。

• 生鲜食材行业空间大，行业呈规模化发展。2014-2019年我国餐饮市场规模复合增长率达到10.89%，2019年餐饮市场规

模达到4.67万亿元。根据《2019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食材原料进货成本占营业额比例在40%左右，以此为预测基础，

估算2019 年度餐饮供应市场规模将达到1.87 万亿。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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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生鲜餐饮市场供应行业规模超万亿图：生鲜餐饮供应行业承上启下，下游客户主要为餐饮行业

------------------------------------------------------------

http://ipoipo.cn/


诚信 · 责任 · 亲和 · 专业 · 创新 8请参阅附注免责声明

行业：供需双向拉动进步，企业规模化发展06

规模化

品牌化

需求端 供给端

• 行业空间大、增长快。2019 

年中国餐饮市场规模达到

4.67 万亿元，餐饮食材需求

市场规模大。

• 餐饮行业监管不断加强，餐

饮连锁化、标准化经营成为

趋势。

• 生鲜餐饮食材行业标准化、规模

化发展。如蜀海供应链、美菜网、

每日优鲜、叮咚买菜等企业也呈

规模化发展。

• 互联网技术、冷链物流技术，推

动行业整合。

规模化、品牌化的趋势下，生鲜餐饮食材行业催生多样发展模式

安井食品 由传统的食品加工企业向餐饮食材供应转型

蜀海供应链 依托于关联方海底捞的餐饮服务，为餐饮连锁企业供应餐饮食材

美菜网、每日优鲜、叮咚买菜 依托于电商经营模式，为下游餐饮企业提供高品质标准化的产品

• 供需双向推动，餐饮市场行业发展潜力大。需求端餐饮市场规模持续增长，餐饮食材市场规模大、增长快，同时行业监

管持续加强。供给端生鲜餐饮食材行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互联网、冷链等技术推动行业整合。

• 大型企业进入餐饮餐饮供应领域，发展路径不同。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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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集中度低，垂直领域中竞争对手较少07
• 行业集中度低。生鲜餐饮食材行业规模大，但竞争高度分散，较多企业处于小规模、作坊式、手工或半机械加工的生

产加工状态，以价格竞争为主。

• 速冻水产品行业公司竞争对手较少。蔬菜、水果等日常食材消费品供应参与者较多，亚洲渔港所处的生鲜餐饮食材供

应市场参与者众多，但其中已上市的、规模较大的企业较少，海水产品为主的餐饮食材供应企业无对标的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表：公司竞争对手主要有面向餐饮企业和面向家庭消费两大类，品类上差异较大

定位/客户群体 区域布局 核心品类

面向餐饮
企业渠道

安井食品 餐厅、酒店等 经销商在全国均有分布 速冻火锅料制品、速冻面米制品

千味央厨 餐饮连锁企业、家庭消费 经销商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直销客户 速冻面米制品

蜀海供应链 餐饮连锁企业及零售客户 全国部分城市 肉类、蔬菜、水果等

快驴 主要为餐厅 全国主要省市 米面粮油、餐具、纸巾等

美菜网 中小型商铺、餐厅 全国部分城市 蔬菜、水果等

面向家庭
消费渠道

每日优鲜 家庭一站式购物平台 全国部分一二线城市 水果、蔬菜、日用品等

叮咚买菜 家庭即时买菜需求 聚焦江浙沪地区 蔬菜、水果、肉蛋等

本公司 亚洲渔港 餐厅、家庭食材需求 经销商在全国均有分布 速冻水产、肉类及面点类等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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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耕+创新，构建核心竞争优势08
• 公司深耕产业链各环节。生产、销售、物流是生鲜餐饮食材供

应的三个核心环节，高效流通是核心竞争力。公司的商业模式

覆盖面较为全面，生产、销售、物流配送均衡发展，品牌、技

术、物流构建核心竞争优势。

• 公司科技创新+模式创新，提升运营效率。公司通过经营模式

创新，对海水产品生产、配送、销售流程的重塑，提升产业链

价值；通过品牌化经营，对传统的海水产品实现产品重塑。

• “亚洲渔港”已在海水生鲜食材领域形成品牌影响力。

• 公司每年推新品，目前覆盖产品1000+款，新品研发销
售周期45天左右，共拥有66项专利、

品牌产品

• 拥有11 项软件著作权、1 项作品著作权，在销售订单、
生产质量管理、物流仓储管理领域，将互联网与经营环
节深度融合，实现了供需精准匹配和产业升级，降低各
个环节交易成本+提高产品服务质量

信息技术

• 物流网络主要覆盖全国23 个省、4 个直辖市、4 个自治
区，可实现产品直接配送至全国300 余座城市

冷链物流

图：品牌、技术、物流构建核心竞争优势

图：科技创新+模式创新，重塑生产和产品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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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工产品贡献主要营收，2018年逐步拓展初加工产品09

• 公司自2004年起主营以海水深工产品为

主的标准化生鲜食餐饮食材的研发、销

售，2018年在进一步拓展初加工业务，

2019年初加工业务同比增长526%至2.7

亿元，占营收比23%。

深加工产品 初加工产品

销售模式

产品和服务主要面向餐饮行业：

①经销渠道占比70%左右，以买断经销为主

②重点连锁客户、小B批发商或餐饮终端直销

供货，直销占比逐年上升

以进口虾类初加工产品为主，2018年开始拓

展：

①批发商、小型餐饮终端销售（占初加工销

售额60%）

②开拓连锁餐饮、工厂客户

③利用现有深加工产品的经销体系

采购加工模式
①委外加工模式（主要）

②自产模式

与境外供应商洽谈，由进口报关代理公司采

购，与报关代理公司进行结算

冷链物流模式

仓储、物流服务以采购第三方物流运输商、仓

储商模式开展业务：

①仓储模式：在大连、沈阳、北京、天津、昆

山、郑州等8个城市建立全国性物流节点，同

时在收购柠檬供应链基础上，在大连、上海、

杭州、沈阳、广州设立了5 个城配物流节点

②冷链运输配送模式：分为产品入仓、发货配

送两个阶段

①依托深加工产品经销商体系以及重点连锁

客户体系进行配送

②大宗虾类初加工产品的配送由客户自行承

担

产品研发模式
①自主研发模式

②客户定制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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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深加工与初加工产品对比

图：深加工收入占比较高，初加工逐步发力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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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工以虾类、鱼类为主，初加工以虾系列为主09
2019 年度

产品图例
销量（吨） 金额（万元） 单价（万元/吨） 占比 增速

深加工

虾类产品 11,278.39 44,060.05 3.91 36.64% 3.17%

贝类产品 3,131.48 11,276.56 3.60 9.38% -18.67%

鱼类产品 6,905.13 14,630.86 2.12 12.17% 35.01%

鱿鱼类产品 1,138.74 4,140.20 3.64 3.44% 0.77%

面点类产品 2,981.00 9,603.92 3.22 7.99% 1.38%

初加工
虾系列 4,893.40 21,583.45 4.41 17.95% 697.69%

鲍鱼系列 2,847.56 5,761.04 2.02 4.79% 246.67%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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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工以经销商为主，初加工批发占比较高10
• 分渠道来看，深加工产品以经销商销售为主，2019年经销商渠道占比53%，重点连锁客户销售增速较快；初加工

产品以批发商及其他销售为主，2019年占比14.68%。

单位：万元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金额 占比 yoy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深加工产品

经销商 64,017.51 53.24% 1.47% 63,091.76 69.10% 63,122.19 76.94%

重点连锁客户 17,744.31 14.76% 9.96% 16,137.63 17.67% 13,092.49 15.96%

小型餐饮食材批发商
以及餐饮终端

6,652.67 5.53% -6.72% 7,131.78 7.81% 1,930.74 2.35%

小计 88,414.49 73.53% 2.38% 86,361.17 94.58% 78,145.42 95.25%

初加工产品

经销商 3,247.71 2.70% 182.55% 1,149.42 1.26% 1,297.96 1.58%

重点连锁客户 6,435.15 5.35% 122.01% 2,898.59 3.17% 2,161.99 2.64%

批发商及其他 17,661.63 14.68% 5427.20% 319.54 0.35% 437.3 0.53%

小计 27,344.49 22.74% 526.08% 4,367.55 4.78% 3,897.24 4.75%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表：分渠道看，深加工以经销商为主，初加工批发占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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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占比高，华东、华北、西北、西南保持高增长11
• 分区域看，公司的主要销售区域华东、华北为主，2019年占比分别为46.45%、18.9%，随着公司销售战略布局的

不断深化，公司产品在全国各地区的辐射网络逐步扩大，华东、华北、西北、西南保持高速增长。

单位：万元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yoy 金额 占比 yoy 金额 占比

华东地区 55,853.09 46.45% 40% 39,830.97 43.62% 12% 35,456.25 43.22%

华北地区 22,743.95 18.91% 41% 16,116.31 17.65% 13% 14,297.19 17.43%

华中地区 10,625.63 8.84% -1% 10,710.23 11.73% 19% 9,024.79 11.00%

东北地区 8,960.12 7.45% 9% 8,242.04 9.03% -4% 8,626.24 10.51%

西北地区 8,452.93 7.03% 46% 5,802.54 6.36% 12% 5,203.12 6.34%

华南地区 7,994.59 6.65% 19% 6,695.31 7.33% 23% 5,452.65 6.65%

西南地区 5,617.04 4.67% 44% 3,908.29 4.28% -2% 3,982.42 4.85%

合计 120,247.36 100.00% 91,305.68 100.00% 82,042.66 100.00%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表：分区域看，华东区域为销售主场，华东、华北、西北、西南保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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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加工拉低毛利率，模式差异导致公司低于同行12
• 初加工占比提升，毛利率下降。2017-2019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18.12%、17.88%和16.52%，2019年毛利

率下降主要系低毛利率初加工业务占比提升（2019年深加工毛利率19.6%，初加工毛利率6.9%）。分产品来看，虾

类、面点类毛利率提升显著，主要系外采比例下降。

• 模式差异导致公司毛利率低于同行。公司毛利率低于安井食品和千味央厨，主要原因为：公司专注于产品的研发、销

售，生产主要通过委托加工。而安井食品与千味央厨均主要为自身生产。

2019年 2018 年 2017 年

毛利率 变动（pct） 毛利率 变动（pct） 毛利率

深加工产品

虾类产品 19.06% 2.07 16.99% -0.42 17.41%

贝类产品 15.55% -3.47 19.02% 1.63 17.39%

鱼类产品 18.53% -0.51 19.04% -0.96 20.00%

鱿鱼类产品 22.25% -0.66 22.91% -2.03 24.94%

面点类产品 25.25% 6.68 18.57% -0.80 19.37%

牛羊肉类产品 9.72% -1.96 11.68% 0.81 10.87%

其他产品 30.34% 0.09 30.25% 0.22 30.03%

小计 19.62% 1.28 18.34% -0.23 18.57%

初加工产品

虾类产品 6.40% -2.64 9.04% 1.26 7.78%

其他产品 8.85% 0.02 8.83% -3.25 12.08%

小计 6.91% -2.05 8.96% -0.17 9.14%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表：初加工占比提升，毛利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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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模式差异导致公司毛利率低于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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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率改善，盈利能力略有下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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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销售费用率改善 图：盈利能力略有下滑

• 规模效应逐步显现，销售费用率改善。2017-2019年销售费用率分别为7.46%、7.63%、6.26%，2019年改善显著，主

要系业务快速发展，规模效应开始显现，人工、运输费用下降。2017-2019年管理费用率分别为2.24%、2.17%、

2.53%，基本保持稳定。

• 盈利能力略有下滑。初加工业务占比上升，拉低公司毛利率，2017-2019年扣非净利率5.28%、6.05%、5.61%，略有

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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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生产占比较低，重点发力面点类、虾类14
• 自主生产占比较低，重点发力面点类、虾类。公司自主生

产的产品主要涉及包括贝类、虾类、、面点类等，2017-

2019年，公司对于部分具有高附加值或者重点发展的产品

领域，逐步增加自主加工产量。自主加工由子公司亚渔食

品生产，2019 年公司成立第二工厂，但尚未开展大规模

生产，目前整体来看自主生产占比5%左右

品类
自主生产重量
（吨）

自主生产重量占各类
产品重量比例

2017 年

贝类产品 1,112.26 29.78%

其他产品 1.77 0.13%

合计 1,114.03 4.62%

2018 年

贝类产品 1,084.70 28.70%

面点类产品 341.51 11.31%

虾类产品 71 0.60%

其他产品 0.67 0.05%

合计 1,497.88 5.44%

2019 年

贝类产品 269.19 8.61%

面点类产品 1,129.50 38.15%

虾类产品 419.2 3.38%

其他产品 73.36 3.35%

合计 1,891.25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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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点类、虾类自主生产量逐年上升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整体来看自主生产占比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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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稳定，下游以经销商为主15
• 上游稳定，前五大供应商占60%左右。2017-2019年，前五大供应商较为稳定，2019 年前五大供应商存在新增供应商

优合集团有限公司，系进口报关代理公司，主要为公司采购境外虾类初加工产品。

• 下游以经销商为主。2017-2019年，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均低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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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游稳定，前五大供应商占60%左右 图：下游以经销商为主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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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周转率保持较高水平，存货周转率高于同行16
• 应收账款周转率较高。系公司对大多客户采用先收款后出货的结算方式，极少数长期合作的客户或者战略合作性客户才

给予一定账期。随着账期客户订单量的增加，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 存货周转率高于同行业水平。由于公司产品生产主要通过委托加工模式进行，存货量少，存货周转效率较高。近年发展

生产业务，采购增加，存货周转率虽然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保持在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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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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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保持良好水平 图：公司存货周转率高于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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