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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不認購 

短評： 

根據中國奶業協會的資料，按畜群大小計算，

現代牧業是中國最大的乳牛畜牧公司及最大

的原料奶生產商。截至2010年6月30日，集團

在全中國擁有11個大型乳牛場飼養約72,000

頭乳牛。集團是中國首家採用大規模工業化散

欄式乳牛畜牧業務模式的公司之一。集團所有

標準化畜牧場乃以各個畜牧場可飼養多達

10,000頭乳牛設計和興建。 

 

我們給予中性(Negative Neutral)評級。首先，

投資者需留意的是集團大部分的產品(超過

95%)供應予蒙牛，然而現代牧業現時向蒙牛

供應的原料奶尚不足蒙牛原料奶需求的5%，

而蒙牛現與逾1,000個奶站訂立獨家供應協議

採購原料鮮奶。雖然蒙牛成為策略股東，而現

代牧業亦與蒙牛簽訂相關協議，但是投資者應

注意當中的風險。另外，現代牧業以高PE招

股，定價方面並不吸引，再加上現時市況欠佳，

大市或有調整，新股氣氛亦有降溫跡象，因此

我們給予不認購評級。 

 

回撥機制 

若公開發售部分超額 公開發售回撥 

15 倍至 50 倍以下 30% 

50 倍至 100 倍以下 40% 

100 倍或以上 50% 

 

 

 

 

 

 

 

 

 

 

 

發售資料 

股份編號 1117 

總發行股份 4,800,000,000 股 

發售股份 

1,200,000,000 股(包括
800,000,000 股新股及
400,000,000 股舊股) 

國際配售股份 

1,080,000,000 股(包括
680,000,000 股新股及
400,000,000 股舊股)(90%) 

香港公開發售 120,000,000 股新股(10%) 

招股價範圍 HKD 2.89 – 3.69 

集資額 HKD 34.68 – 44.28 億 

每手股數 1,000 

每手入場費 HKD 3,737.19 

保薦人 花旗、瑞銀 

主要股東 

Henry R. Kravis先生及
George R. Roberts先生
(24.01%) 

 

 

公司盈利預測及估值 

市值 HKD138.72–177.12 億 

每股有形資產淨值 HKD 0.9941 – 1.1234 

NAV HKD 1.03 – 1.16 

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年度止溢利預測 

不少於 RMB 1.88 億 

(HKD 2.179 億) 

每股溢利預測 
不少於 RMB 0.0405 

(HKD 0.047) 

FY2011 年市盈率 62.42 – 79.70 倍 

 

 

招股時間表 

開始招股日期 2010 年 11 月 15 日 

截止招股日期 
2010 年 11 月 18 日 

中午 12 時 

定價日期 2010 年 11 月 20 日 

公佈招股結果 2010 年 11 月 25 日 

上市日期 2010 年 11 月 26 日 

 

 

集資用途 

 至 6 月 30 日止年度 

RMB 百萬 2008 2009 2010 

收益 184 334 590 

毛利率 28.88% 21.04% 25.80% 

溢利 38  43  109  

溢利率 20.60% 12.78% 18.41% 

資產 955  2906  3901  

負債 655  752  1638  

權益 299  2154  2263  

權益回報率(ROE) 12.65% 3.48% 4.92% 

資產回報率(ROA) 3.97% 2.21% 3.19% 

流動比率(Current Ratio) 3.23  4.38  4.58  

速動比率(Quick Ratio) 3.20  4.20  4.39  

資產負債比率 131.26% 25.64% 54.13% 

*註：資產負債比率是總銀行借款總額除以權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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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從澳洲及新西蘭進口優質荷斯坦種哺乳小乳牛 

30% 
新建畜牧場。儘管在將於建設的所有新牧場的位置及詳細資本開支預算方面集團目前
並無任何具體計劃，但預期到2015年底，牧場數目將增至30個 

20% 作購置適合畜牧設施，其中包括擠奶系統、飼料加工機、發電機、畜群管理軟件 

10% 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開支 

 

基礎投資者 

蒙牛 HKD 1.5 億 

中糧財務有限公司 USD 3,000 萬 

Keywise Capital Management (HK) Limited USD 3,000 萬 

東銀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USD 1,000 萬 

新加坡政府投資有限公司 USD 4,000 萬 

以上各基礎投資者均設有 6 個月禁售期  

 

主要股東 

Henry R. Kravis先生及George R. Roberts先生 24.01% 

China Diamond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8.00% 

 

背景資料 

根據中國奶業協會的資料，按畜群大小計算，現代牧業是中國最大的乳牛畜牧公司及最大的原料

奶生產商。截至2010年6月30日，集團在全中國擁有11個大型乳牛場飼養約72,000頭乳牛。集團

是中國首家採用大規模工業化散欄式乳牛畜牧業務模式的公司之一。集團所有標準化畜牧場乃以

各個畜牧場可飼養多達10,000頭乳牛設計和興建。集團於2005年開展業務，位於安徽省馬鞍山

的首個畜牧場於2006年全面投產。自始，集團業務已擴展至中國六個地區中的其中五個，畜牧

場位於遍佈中國的多個策略性地點，鄰近下游乳品加工廠及我們畜牧場所需飼料的供應來源地。

自2008年起，集團業務進一步獲KKR、CDH及Brightmoon投資，協助集團建立國際企業管治常

規並向集團提供業務持續增長及改善營運增值的財務資金。 

 

集團業務於往績記錄期大幅增長，主要由於集團能夠透過在新的國內市場複製業務模式而迅速擴

張所致。此外，2008年中國乳業的三聚氰胺事件過後，對優質及安全的原料奶的需求增加，亦

是推動增長的原因。2010年，集團獲《中國企業家》雜誌（一份於1985年開始出版並由經濟日

報報業集團贊助的獨立雜誌）評定為中國增長最快企業第一名。由於中國的牛奶消耗量持續快速

增長、優質原料奶持續短缺、對大型畜牧場的需求不斷增加，因此集團相信中國乳牛畜牧業商機

處處。到2010年底前，集團計劃基本完成興建五個新畜牧場，各個畜牧場可飼養多達10,000頭

乳牛，並希望集團的畜群可增加至逾90,000頭乳牛。集團對這5個新畜牧場的建設資金投入主要

透過股東的注資、經營現金流及銀行貸款籌得。目前，集團並無計劃動用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

興建該等5個新畜牧場。 

 

集團的第一個牧場於2006年開始生產時即向我們最大客戶蒙牛銷售原料奶。於往績記錄期，集

團所有原料奶大部分銷售予蒙牛。集團的原奶銷售曾經非常集中於蒙牛這個客戶，對蒙牛集團的

銷售分別約佔集團於2008財年、2009財年及2010財年的總銷售額的98.9%、99.6%及97.6%。 

 

於2008年10月，經公平磋商，集團與蒙牛（內蒙古）訂立承購原料奶供應協議，該協議由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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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24日起為期10年。該協議要求蒙牛（內蒙古）除若干年度上限外須採購我們全部的原料

奶產品。承購協議亦給予現代牧業將最多30%的原料奶每日產量提供予任何第三方（惟蒙牛兩名

競爭對手除外）的靈活性。售予蒙牛（內蒙古）的原料奶定價乃以參照底價的計算公式釐定，在

符合若干質量標準（如高脂肪及蛋白質含量）的情況下可予上調，倘我們的畜牧場處於鄰近蒙牛

的乳品加工廠的協定範圍內，亦可作其他方面上調。承購協議亦保證，蒙牛集團就現代牧業的原

料奶支付的底價及上調幅度將不會低於其向同地區其他大中型乳牛場支付的底價（向僅佔蒙牛集

團原料奶採購總額一小部分的牛奶供應商提供的短期獎勵計劃除外）。 

 

蒙牛的最大股東為於其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約20.03%權益的中糧集團有限公司。集團與中糧集團

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訂立策略夥伴協議，據此，中糧集團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將會為現代牧業提

供精飼料、玉米纖維及麥芽。中糧集團有限公司亦已同意透過一家附屬公司按發售價認購可予認

購的相關股份數目，合計金額為3,000萬美元（假設發售價為3.29港元（即發售價範圍的中位數），

中糧集團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將認購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發行在外的股份約1.47%）。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以及除(i)公司若干高級管理層及中國股東控股公司

若干股東現時於蒙牛持有已發行股本約1.0%，(ii) Youmu的兩名股東（各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於

我們的股份擁有少於0.2%權益）為蒙牛執行董事，及(iii)蒙牛已同意認購可予認購的相關股份數

目，合計金額為150百萬港元（假設發售價為3.29港元（即發售價範圍的中位數），蒙牛將認購

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發行在外的股份約0.95%）外，集團股東與蒙牛或其聯繫人概無任何關

係。 

 

行業概覽 

中國經濟增長及消費品趨勢轉變刺激乳品消耗，令其劇增。未受二零零八年三聚氰胺事件影響 

前，主要乳品人均消耗攀升，由二零零三年人均12.91千克升至二零零七年人均17.77千克。中國

乳品的消費者對需求因二零零八年的三聚氰胺事件而有所減少，但因為質量控制程序更為嚴密，

頒行安全法，消費者對國產乳品信心回升。中國乳品消耗已逐漸回升，其後持續改善。 

 

鑒於中國乳品的人均消耗相對較低，加之中國人口及城市化增長，中國乳品市場發展仍蘊藏具大

潛力。可支配收入與日俱增、技術日新月異、健康意識日益提高以及政府推行優惠政策已經及預 

期繼續推動中國乳品生產商增長。 

 

中國乳品供應鏈結構極為分散，而畜牧場向加工商供應牛奶主要倚賴大部份擠奶站及代理商網絡。

彼等向畜牧場採集牛奶，其後運送至加工商。由於牛奶供應商逾一百萬名加上供應鏈缺乏監控，

導致原料奶遭稀釋及受污染。鑒於供不應求，原料奶被先加水以增加整體容量，但隨後發現被加

入三聚氰胺以虛假增加原料奶的蛋白質含量，而這種污染貫穿整個供應鏈。 

 

中國乳品市場相對分散。雖然中國蒙牛、伊利及光明為國內三大乳品加工企業（2009年共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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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的市場份額），所有其他公司的市場份額各不足2%。 

 

中國的乳牛畜牧業相對落後。在全國奶牛優勢區域佈局規劃2008-2015中，農業部將中國乳牛畜

牧業的主要不足包括畜牧方式落後、缺乏優質奶牛品種、規模小及產業化程度有限以及質量保證

體系欠佳。 

 

每頭乳牛的產奶量提高部分受中國大型畜牧場的影響力增加所推動。大型畜牧場在此定義為畜群

在1,000頭以上的畜牧場，通常具備較高水平的資本投資、使用較先進技術以及採用較先進及標

準的畜牧方式，牛奶產量及牛奶質量從而較小型畜牧場高。 

 

中國的乳牛畜牧業仍非常分散，單個畜牧場乳牛數不足20頭的個體農戶佔主導地位。然而，憑

藉大型畜牧場效益及產量的大幅提升，有利的政府政策及對安全優質牛奶供應的關注，隨著時間

推移已逐步向大型畜牧場轉變。二零零三年，中國的牛奶總供應量中，由大型畜牧場提供的牛奶

比例約為4%。 

 

財務資料 

 

資料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年度止 

資料來源：招股文件 

 

 

風險因素 

集團最主要的風險是收益集中於單一客戶。此外，產品污染可能導致銷售下跌、產品責任，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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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的聲譽，使集團受到規管行動。倘集團的乳牛爆發主要疾病，可能會對業務造成重大不利影

響。集團業務同時會受飼料價格上漲及飼料供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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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報告由名匯集團所發表。本硏究以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為依據，但本公司並不對其準確性、
完整性和正確性作出任何的陳述、保證或擔保。本集團和其附屬公司及其員工並沒有責任更改和
更新資料，因此本集團對報告內的意見如有更改，怒不作另行通知。任何於本報告內所作的建議
及分析並沒有特定的投資目的、財務立場及任何特定收件者之特定需要。本報告只供收件者參閱，
並不構成有關收件者作出投資判斷的替代，收件者應尋求獨立的法律、稅務或財務意見以執行他
們的投資計劃。任何因使用本報告所引起之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概不負責。
本報告不能視為提出有關任何證券認購的邀約或有關招攬。本報告在沒有獲得本集團的同意之前，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分發或發表。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其董事及/或其僱員與報告所提及的
證券可能持有倉位及可能進行交易，並可能為有關報告中所提及的公司提供或尋求提供經紀、銀
行及其它服務。直至報告完成的一天，本集團並無持有或間接持有所推介股份超過 1%的股票股
本權益。 

 

風險披露聲明 

 

證券價格可能非常波動。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認購首次公開發售證券並不保
證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部分或全部損失。投資創業板股份涉及很高的投資風險，尤其
是該等公司可在無需具備盈利往續及無需預測未來盈利走勢的情況下在創業板上市。創業板股份
價格可能會非常波動，並缺乏流動性。投資者應在仔細考慮後，才作出有關投資的決定。創業板
股份的較高風險性質及其它特點，意味著這個市場較適合專業及其它熟悉投資技巧的投資者。假
若投資者對創業板市場的性質及在創業板買賣的股份所涉及的風險有不明白之處，應尋求獨立的
專業意見才進行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