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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2

前瞻陈述

我们在此声明被视为1933年证券法第27A条修订的“前瞻性陈述”（“证券法”），这些陈述通常通过使用诸如“预期， “”相信，“估计”，
“预期”，“打算”，“可能”，“计划”，“项目”，“寻求”，“应该”，“将会”，以及此类词语或类似表达的变体。我们打算将这些前
瞻性陈述纳入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中包含的前瞻性陈述的安全港条款，并且为了遵守这些安全港条款，在此包含此陈述。类似的陈
述在发行通函中或在此提及的公司的备忘录中作出。这些前瞻性陈述（如适用）反映了我们或提及的公司目前对计划，意图，期望，战略和前景
的看法，这些看法基于他们或我们目前可获得的信息以及他们或我们所做出的假设。虽然他们或我们认为这些前瞻性陈述中所反映或建议的此类
计划，意图，期望，策略和前景是合理的，但他们或我们无法保证将达到此类计划，意图，期望或策略或实现。此外，实际结果可能与前瞻性陈
述中描述的结果存在重大差异，并且会受到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各种风险和因素的影响。有关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本演示文
稿（“演示文稿”）包含敏感的商业和财务信息。它由Boustead Securities LLC（“BSL”）代表公司交付。本演示文稿的唯一目的是协助接收
方决定是否继续对公司进行进一步调查。本演示文稿并非包含所有内容，也不一定包含潜在投资者在评估与公司可能的业务交易时可能需要的所
有信息。
通过接受本演示文稿，收件人同意对此处包含的信息保密或与公司的任何进一步调查相关联。未经BSL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影印，复制或分发本演
示文稿。根据保密协议，收件人将根据要求及时退回从公司或BSL收到的所有材料（包括本演示文稿），而不保留其任何副本。
本演示文稿仅用于与此交易相关的信息目的，并且明确理解其仅用于上述目的。本公司或BSL均不对此处包含的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做出任何明
示或暗示的陈述或保证，也不对本公司的任何进一步调查提供。本公司及BSL各自明确表示不承担任何及所有责任，这些责任可能基于此类信息，
其中的错误或遗漏。收件人有权仅依赖于任何最终协议中对其作出的陈述和保证以及接收者进行的尽职调查。
在提供本演示文稿时，公司和BSL均不承担任何义务向收件人提供任何其他信息。本演示文稿既不被视为对公司状况的指示，也不构成自本公司日
期以来公司或公司事务未发生任何变化的迹象，也未表明BSL已进行任何尽职调查关于公司或其事务。

本演示文稿并不构成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内出售或征求购买证券的要约，或向在该司法管辖区内作出此类要约或招揽非法的任何人提出要约。
本演示文稿包括有关公司未来预期业绩的若干陈述，估计和预测。此类陈述，估计和预测基于对预期结果的重大假设和主观判断。这些假设和判
断本质上受风险，可变性和突发事件的影响，其中许多超出了公司的控制范围。这些假设和判断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证明是正确的，并且无法保证
任何预计结果是可获得的或将会实现的。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结果不同，这些变化可能很重要。此外，本演示文稿未描述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某些
风险。
与本公司或本演示文稿有关的所有通讯或查询均应发送至Boustead Securities LLC的代表。除非Boustead Securities LLC明确许可，否则不得
直接联系公司人员。 ©2018 Boustead Securities，LLC。版权所有。



发行信息

发行机构 中国香态食品有限公司

证券 普通股

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PLIN

发行完成前的流通股 20,791,667普通股

发行的股票 1,000,000 - 3,000,000

价格 每股5.00美元

发行规模 5,000,000美元 - 15,000,000美元

资金用途
• 建造超市
• 营运资金

锁定协议 所有董事，职员和现有股东的锁定期限为180天

承销商 宝德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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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亮点

强劲的国内猪肉市场需求将带来巨大的发展潜力

优质产品的量产能力及多元化的分销渠道

超强的质控及产品管理

在有限的运营数据中，我们所经营的当地市场的市场份额不断增长

充满激情且经验丰富的管理及运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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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我们的可变利益实体，重庆鹏霖食品有限公司，创立于2005年。
我们通过重庆鹏霖与大型超市及百货商店形成了紧密且成功的合作关系，并因
此被授予多个荣誉及奖项

中国香态食品有限公司总部设立于中国重庆。公司主要从事猪肉加工，并在猪肉加工行业价
值链中的重要板块运营多项业务，其中包括猪肉及猪肉部件的屠宰、包装、经销及批发。
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主要通过重庆鹏霖食品有限公司及广安勇鹏食品有限公司（公司的子公司

及可变利益实体VIE）开展。

我们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营养、且美味的产品

我们的核心价值是在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及可持续性方面始终维持高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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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生鲜系列

新鲜的猪肉及猪肉副产品，牛肉，羊肉，

鸡肉，鸭肉，及兔肉

加工系列

肉丝、肉片、肉馅、腌肉、羊肉及内脏、

香肠、培根、蒸肉、炸制鸡肉、及辣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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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及生产周期
我们的屠宰场位于四川省邻水工业园：
• 整体面积：27，000平方米
• 建筑面积: 8,500平方米
• 屠宰区域面积: 3,000平方米
• 9个大型冷藏室: 4,500平方米
• 办公室及员工宿舍：1,500平方米
• 锅炉房: 200平方米

我们的加工厂位于重庆涪陵:
• 整体面积: 8,000平方米
• 建筑面积: 11,000平方米
• 加工区域: 4,000平方米
• 7个大型冷藏室: 2,200平方米
• 办公室及员工宿舍: 3,000平方米
• 锅炉房: 200平方米

生产线:
✓ 香肠及培根生产线
✓ 肉罐头（火腿）生产线
✓ 红烧肉生产线
✓ 酱油炖制产品生产线

我们的活猪采购于我们的供应商。
将活猪从购买点运送至屠宰场通常只需不到24小时，而
活猪的屠宰及分切只需要2到3小时，在这之后猪肉即可
被销售。

我们的工厂是全年运营的。
通常，销售旺季是从每年冬至（12月22日）到第二年的
春天。

我们的加工食品，如香肠和培根，都是用新鲜猪肉制作
的，制作时间通常超过两周。
我们的羊肉内脏采购于我们的供应商。羊肉内脏的加工
可在2-3小时内完成。
这些加工产品都是季节性的，通常取决于中国春节前后
消费者对这些肉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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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数量 注册商 商标 应用领域

1 重庆鹏霖食品有限
公司

肉类、腌制肉类、肉罐头、腌制鱼类、腌制蔬菜、鸡蛋、
牛奶、食用油、干制食用菌类

2 重庆鹏霖食品有限
公司

茶饮、面包、包子、面粉、面团、玉米粉
（cornflower）、豆粉（ powered bean）、食物淀粉、
调味、酵母

3 重庆鹏霖食品有限
公司

面包、包子、面粉、面团、玉米粉（cornflower）、豆
粉（ powered bean）、食物淀粉、调味、酵母、食用
香精

4 重庆鹏霖食品有限
公司

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品 (作零售用途)；广告；专营商
业管理；市场营销；为其他公司规划市场营销、雇佣、
商业公司迁址、发票、会计

5 重庆鹏霖食品有限
公司

腌制水果、腌制蔬菜、食用油、加工坚果、豆腐

6 重庆鹏霖食品有限
公司

肉类、腌制肉类、肉类产品、腌制鱼类、肉罐头、腌制
蔬菜、鸡蛋、牛奶、食用油、干制食用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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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市场分析

数据来源: “2016-2021 China Pork Industry Market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Research Report” by China-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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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屠宰后的不同冷藏方式，猪肉可被分为三种类别：新鲜猪肉、冰鲜猪肉、及冷冻猪肉。依照中国
传统消费习惯，新鲜猪肉占中国猪肉销量中的最大比重。

近年来，安全及高质量猪肉的需求不断增长，因此，冰鲜猪肉的消费增长迅速。其消费量在2005年
只占全部猪肉消费量的2%，而在2015年，其消费量已增长至大约1100万吨，占全部猪肉消费量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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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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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2016-2021 China Pork Industry Market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Research Report” by China-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10,000 tons

中国的猪肉产量: 

• 2005年：45,550,000 吨 2015年：54,870,000吨

• 平均年增长率：1.88%
• 中国猪肉行业的增长主要手经济发展、持续的城市化、及不断增长的可支配收入推动

中国城镇居民每年的人均猪肉消费量基本维持稳定，从2005年的20.2公斤增长至2014年
的20.8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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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市场分析

数据来源: “2016-2021 China Pork Industry Market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Research Report” by China-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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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及餐厅 超市及杂货店 农贸市场

单位：万吨

• 包括农贸市场，超市及杂货店，酒店及餐厅，和特色商店

• 2015年，农贸市场主导中国猪肉市场的销售，占全国整体猪肉市场销售的60%至65%

• 超市及杂货店中猪肉的销量上涨明显：2005年：300万吨 2015年：1100万吨

• 未来，超市及杂货店预计将在猪肉的经销上起到越来越重的作用

中国的经销及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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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动力

持续增长的可支配

收入及生活水平

城市化的持续进程

中产阶级的扩张

持续上涨的对优质

安全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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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团队
代泽书,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 自2018年1月23日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

• 于1986年1月至2000年12月担任重庆梁平食品肉联厂销售经理一职

• 于2001年1月至2014年5月担任重庆梁平食品肉联厂首席监督官

• 自2005年11月及2008年6月分别担任重庆鹏霖食品有限公司及广安勇鹏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吴晓辉, 总裁兼董事

• 自2018年1月23日起及2018年5月8日起分别担任公司总裁及董事

• 自2007年起担任Geniusl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Ltd. 董事及首席执行官

• Geniusl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Ltd. 公司高级项目经理

• 于1996年至2006年工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

• 于1996年取得吉林大学英语专业学士学位， 并于之后取得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硕士学位

汪霞, 首席财务官

• 自2018年1月23日担任公司首席财务官

• 取得重庆文理学院环境科学专业学士学位

• 分别于2008年至2010年，2010年至2011年，及2011年担任重庆鹏霖公司书记，会计助理，及会计主管，并于2014年起担任公司首席财务官
13



董事会成员
代泽书,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 自2018年1月23日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

• 于1986年1月至2000年12月担任重庆梁平食品肉联厂销售经理一职

• 于2001年1月至2014年5月担任重庆梁平食品肉联厂首席监督官

• 自2005年11月及2008年6月分别担任重庆鹏霖食品有限公司及广安勇鹏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吴晓辉, 总裁兼董事

• 自2018年1月23日起及2018年5月8日起分别担任公司总裁及董事

• 自2007年起担任Geniusl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Ltd. 董事及首席执行官

• Geniusl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Ltd. 公司高级项目经理

• 于1996年至2006年工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

• 于1996年取得吉林大学英语专业学士学位， 并于之后取得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硕士学位

Penglin Wang, 董事

• 自2018年5月日起担任公司董事

• 自2014年4月起担任重庆鹏霖公司首席监督官

• 于2015年获得重庆大学民用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Zhaorong Zhu, 独立董事

• 自2018年5月8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 担任西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 于1986年获得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获得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动物医
学专业副学士学位

• 拥有重庆市水产养殖法医鉴定证书，重庆市公安局技术专家委员会，及农业部兽医资格证书
等多个专家证书

Peng Hu,  独立董事

• 自2018年5月8日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 自2015年5月起在桂冠国际大学担任财务总监

• 分别于2011年7月至2013年12月担任弗里德曼律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于2008年1月至2009年3月担任中国海
关高级会计师，并于2005年8月至2007年11月担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

• 于2011年获得Baruch学院毕格林商学院税务专业硕士学位，并于2005年获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专业
学士学位

• 拥有新泽西州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并熟知中国公认会计准则和美国公认会计准则

Yun Xia, 独立董事

• 自2018年5月8日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 自2015年6月起担任重庆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秘书兼副书记

• 于2012年至2014年担任重庆对外经济贸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于2009年至2012年担任重庆保税港发展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分别于1998年至1998年重庆海关总署，清关部门，及审查部门主任，并于1987年至1998年担任重庆海关人事
教育处处长兼副主任

• 于2004年获得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学士学位，并获得中央党校管理学专业副学士学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
专业副学士学位，重庆市政治学专业副学士学位，及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医药大学）麻醉学专业副学士学位

• 拥有丰富的贸易相关经验，是贸易和商业方面法律框架的专家

Bangquan Ou , 独立董事

• 自2018年5月8日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 自2004年6月起任重庆市肉类行业协会秘书及执行副总裁

• 重庆制冷与供应链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 从1972年2月到2003年10月担任区域食品公司的送货员、文员、仓库经理、业务科长及总经理、副总裁、总
裁及总书记

• 拥有丰富的肉类包装及肉类处理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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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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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业绩

我们的主要收入主要分为两大类别的市场：

1. 来自超市的收入 2. 来自农贸市场的收入

自2016财年至2017财年，来自农贸市场的收入从约26，792，383美元增长到约58,825，330美元，共增
长约32，032，947美元，增长率约为119.6%。
自2017财年至2018财年，来自农贸市场的收入从约58，825，330美元增长到约97，353，320美元，共增
长约38，527，990美元，增长率约为65.5%。

截止到6月30日的公司财年收入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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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算扩大我们的销售和分销网络，以渗透到新的地域市场，进一步赢得现有市场的市场份额，并接触更广泛的客户。我们将继续扩大销售网络，利用我们的本地资

源快速进入新市场，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本支出要求。我们计划扩大我们的物流业务，并增加我们在新市场和现有市场的业务。我们计划扩大物流能力，扩大物流系

统的地理覆盖范围，以确保高效，准确，可靠和安全的分销。此外，我们还打算通过我们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启动在线销售渠道，以便消费者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也可

以轻松获得我们的产品。

扩展我们的销售和分销网络

我们打算扩大现有的产品组合，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计划推出即食产品，包括炖猪肉，咸红烧肉，红烧肉，脆猪肉，猪肉罐头，烤香肠，脆香肠，酱油炖

猪肉香肠等。这些产品将采用真空包装，使其便于储存和运输，保期更长。它们可以从包装中或加热后准备好食用。罐头肉和火腿也可以加入汤中或与其他食物一起烹

饪。

扩展我们的产品组合

我们打算坚持我们对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的承诺，以确保我们的整个运营始终如一的高标准。我们打算实现更高的产品可追溯性，并在所有业务部门保持最高的质量标

准。为此，我们计划在整个运营过程中保持安全和质量监控系统，严格选择供应商， 保证屠宰前后的监控质量，维护屠宰场的卫生，保持日常运营记录，并遵守国家规

定。以及关于动物护理，员工，环境可持续性，食品安全和质量的当地法律法规。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中国行业的最佳实践。

坚持我们对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的承诺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扩大规模和获得更多市场份额来巩固我们的市场地位并加速我们的扩张。我们计划通过横向或纵向收购，增加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合资企业增加对业

务的投资并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计划投入额外资金以收购新的屠宰场以提高产能。此外，我们计划投资开设仅在重庆附近地区销售新鲜猪肉和肉制品的超市。此

外，我们计划通过开设杂货店或超市来到达零售市场，在那里我们将在重庆或附近地区销售我们的产品以及其他消费品。重庆与四川，西安，湖北，贵州和湖南接壤。

通过获得额外的市场份额巩固我们的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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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对手比较

公司 介绍 优势 劣势

双汇集团
双汇集团是以肉类加工为主的大型食品集团，在全国18个省市建设了加工基地，是
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中国企业500强。年消化2000万头生猪、70万吨鸡肉，
经营收入500亿元。2013年双汇成功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加工企业——美国史密斯
菲尔德食品公司，使双汇集团成为世界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

• 超级企业集团，
实力雄厚

• 西南市场占有率不高
• 未涉足高端猪肉及制品以

及新零售

新希望集团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是首批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之一，位
列中国企业500 强，其核心主业农牧与食品涵盖猪、禽、奶牛产业链已经具备2000 
万吨饲料生产能力（位居全国第一）、13 亿只家禽加工能力、850 万头猪加工能
力。

• 全产业链
• 地理位置离

重庆较近

• 主要从事饲料生产，非食
品产业

• 未涉足高端猪肉及制品以
及新零售

华牧集团 重庆华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1997年投资组建，是一家集生猪标准化养殖、现
代化屠宰、品牌化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国有企业，注册资本3420万元，总资产10亿元。
有占地200亩的华牧肉业科技园区和联鑫屠宰场两大屠宰场、300亩的重庆生猪综合
交易市场是重庆唯一一家年屠宰生猪量连续超过100万头的一级屠宰企业，生猪鲜
肉市场供应量占重庆主城区一半。

• 国营企业
• 定制化的服务对库存管理

要求极高，因此需要更长
的时间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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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多元化的分销渠道

• 我们的销售和分销网络包括进入重庆和四川省
200多个农贸市场和超市。

• 2017年4月，我们通过与当地大型连锁超市雷仁
雷合作，在广东省深圳市开辟了销售渠道。

• 2018年7月2日，我们收购了两家杂货店，由我们
的首席执行官代泽书女士及其在重庆市的配偶共
同控制，以增加零售店铺。

强大的生产能力

• 我们的自动屠宰线，清洁处理设施和大型存储空间
使我们每天平均屠宰700多头生猪。由于我们的生
产和加工能力，我们是为重庆提供新鲜猪肉产品的
领先公司之一。

优质的产品

• 保持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和可持续性的高
行业标准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 我们在价值链的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
控制体系，从生产到销售和分销。

• 我们只从具有良好声誉和严格质量控制程
序的农场采购活猪。每一头生猪都将由当
地食品安全管理局（“FSA”）官员检查我
们的屠宰场是否有疾病可以屠宰和检查整
个屠宰过程。我们的屠宰场是四川省邻水
县唯一一家屠宰场。我们使用自动化的标
准现代生产线进行屠宰，加工和包装。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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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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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中国香态食品有限公司

吴晓辉,总裁

电邮: ir@cqplinfood.com

电话: +86-1860-117-0697

地址: 中国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新

干线B座21-1号,400800 

宝德证券有限公司

Dan McClory

股权资本市场部和中国区主管

电邮: dan@boustead1828.com

电话:+1-949-502-4408

地址: 6 Venture, Suite 265, 

Irvine, CA 92618 USA

埃森德投资者关系公司

Tina Xiao, 总裁

电邮: tina.xiao@ascent-ir.com

电话:+1-917-609-0333

地址: 733 Third Avenue 1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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