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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一家地方乳企了解到，液态奶的成

本基本上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原材料、包装材料、制造费用、人

工成本、水电、动力费等成本。按照 11 月第二周的鲜乳收购

价，原材料吨成本约为 4158元，每盒原料成本为 1.04元；包装

材料按每吨奶 4000盒灌装，每盒成本在 0.4—0.7元之间；制造

费用主要包括：零配件费用、产品设备检验费、房屋、设备折旧

费等。按年 1500吨产量计算，吨制造费用为 4000元以上，每盒

制造成本为 1元；人工吨成本为 629.28元，每盒成本为 0.16

元；水电、动力费吨成本为 728.25元，分摊每盒成本为 0.18元。

这样算下来，每盒 250ml纯牛奶的生产成本应该在 2.88元左

右，和市场上大部分纯牛奶的零售价非常接近。考虑到出厂后

的配送费用、服务费用等，总成本还会提高。

不过，在业内专家看来，记者这样的计算过于粗糙，产品

价格还包含品牌价值、特殊价值、文化含义等。另外，产品的口

味、营养等特殊价值，也可以反映到价格上。

业内人士透露，8月中下旬以来，“奶荒”致奶价急速上升，

平均原奶收购价由去年的 3200 元 / 吨—3300 元 / 吨涨至

3900元 /吨—4000元 /吨，像三元、光明和新希望等拥有规模

牧场的乳企收奶价甚至从 4000 元 / 吨—4100 元 / 吨涨至

4800元 /吨—5000元 /吨，直接导致乳企成本压力加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人工费、

产品包装费、生产设备费无不在涨。今年，他手下员工工资平

均涨了 10%，但这只不过让企业总成本增加 0.3%，可原奶价格

上涨一下子让企业成本上升了 7%。“就算不给员工加工资，也

不能化解压力，只能寄希望于原奶收购价不要再涨。”

养殖萎缩、进口限制共同作用

为何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奶荒”？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主要原因

是现在养奶牛赚不了钱，散户养殖不断退出，规模化养殖短期

无法迅速跟进。

根据中国奶业协会的统计，2012年全国奶牛存栏预计为
1440万头，与 2011年持平；牛奶产量 3744万吨，同比增长仅
2.3%。随着国内乳制品消费不断快速增长,未来奶源供应和销
量之间的矛盾会更加明显。

尤其是当前中国奶牛 63%为散养和小规模养殖，由奶农
和小规模养殖户独自承担养殖风险和市场风险。这几年，饲料、

人工、防疫等综合成本上涨的速度远快于奶价上涨的速度，造

成奶农收益下滑，家庭散养加快退出，奶牛数量有所减少。

但也有专家表示，大量国内乳企集体涨价，不排除“洋奶

粉风波”的影响以及奶企为了实现年度经营利润目标而乘机

抬价。

中国奶业协会理事、乳业专家王丁棉告诉记者，“奶荒”并

没有像企业描述的那么夸张，无论是新西兰干旱，还是中国高

温天气，真正受到影响的奶牛不足 10%，并不存在“奶荒”之
说。他推断，自恒天然事件后，中国禁止新西兰乳制品进口，导

致过去大量依靠奶粉进口的厂家“断粮”。“目前宣布涨价的企

业都是上市企业，如果年底利润还不能拉上去，账面上会很难

看。”

王利博制图

本报记者陈青松

11 月 30 日下午，中国证监会发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

改革的意见》。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

舸表示，《意见》发布后，需要一个月

左右时间准备工作，才会有公司完

成相关工作程序，预计 2014 年 1
月，约有 50 家企业完成程序，并陆
续上市。

IPO重启后哪些公司将最先有可
能迈入上市的门槛成为业内关注的

焦点。

拟上市企业
以江浙、广东、北京为主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已过会的

83家 IPO企业名单中，长三角地区、广
东和北京的企业遥遥领先，其次是西

部、中部、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企业。

长三角地区共有 21 家企业过
会，其中江苏 12家、浙江 5家、上海 4
家。广东地区和北京各有 16家企业
过会。值得一提的是，中西部地区一

共有 14家企业过会，其中西部 8家、
中部 6家。此外，福建有 5家企业，东
北地区有 4家企业以及山东、河北、
河南共有 5家企业过会。
不过，83家过会企业以创业板及

中小板公司为主，其中拟冲刺创业板

的达到 43 家。拟在中小板上市的公
司达到 30 家。而拟在主板上市的公
司仅 10家。
观察还发现，在证监会公布的 83

家 IPO企业过会名单上，排在前 5名
的企业，均为科技型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其中浙江花园生

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计划发行

23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9100万
股；南京斯迈柯特种金属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营

科技型公司，公司本次拟发行 2465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 9860万股。

陕西煤业和中邮速递
募资额占据半壁江山

在 80多家拟上市公司中，陕西
煤业和中邮速递两家企业募资额规

模较大，两家企业加起来几乎占据了

所有企业计划募集资金的半壁江山。

除浩丰创源和创意技术两家公司外，

其余 81家过会公司的拟融资金额均
超过 1亿元，其中 18家公司的拟融
资额更是超过 5亿元。

2011年 10月，有“西部煤炭航
母”之称的陕西煤业股份公司 A股申
请经中国证监会发审委 2011 年第
193次会议审核通过，这标志着陕西
煤业有望成为中国煤炭企业第三大

上市公司。行业专家分析，陕西煤业

募集资金将可能超过之前陕西省上

市企业累计募集资金的总和。

据悉，陕煤股份本次拟发行不超

过 20亿股 A股股票，发行后总股本
不超过 110亿股。本次计划募集资金
约 172.51亿元，主要用于煤矿及配套
设施建设、资源储备及补充公司营运

资金三个方面。

2012年 5月 4日，中国邮政速递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IPO上会获通过，
成为国内快递业第一股。中邮速递预

披露的招股书显示，中邮速递拟发行

不超过 40亿股，计划融资额为 99.7
亿元，发行后股本不超过 120亿股。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投向速递物流邮

件处理中心、购置飞机、购置运输车

辆、购置航材、补充营运资金等 30个
项目。

陕西煤业加中邮速递，两家企业

计划募资额共计 272亿元，几乎占所
有企业募资额 600亿元的一半。

西部企业仍有八家过会

在上市企业中，始终存在着东部

企业上市数量多、西部企业上市数量

少的现象。从 83家已过会 IPO 企业
来看，虽然仍未改变东多西少的格

局，但整个西部企业加起来仍有 8家
企业过会，加上中部的 6 家，一共有
14家，几乎与广东、北京持平。

除西安天和防务以及募资额高

达 172 亿元的陕西煤业外，西部地
区的过会企业还有成都天保重型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创意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博腾制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鸿翔一心堂

药业(集团)、甘肃宏良皮业以及麦趣
尔集团。

8家过会的西部企业中，就有两
家医药类企业。

拟登陆创业板的重庆博腾制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于去年 5 月过
会，离上市的距离最近。

招股说明书显示，重庆博腾制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创新药，

特别是抗击艾滋病的医药中间体研

发和生产。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博腾制药营业收入分别为 2.89亿
元、4.56亿元和 5.53亿元，净利润分
别为 3371 万元、4715 万元、6190 万
元。博腾制药拟发行 3225万股，发行
后总股本 12900万股。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是云
南本土知名医药零售企业，一心堂拟

发行 6510 万股，募集资金约 5.3 亿
元，将投向直营连锁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和信息化电子商务建设项目。

据了解，除了上述已经过会的 83
家企业将有约 50家企业于 2014年 1
月陆续上市，目前排队申请发行的企

业累计已达到 760 多家。预计完成
760多家企业的审核工作，需要一年
左右的时间。

哪 50家企业能率先“尝鲜”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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