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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连换三家辅导券商，近日递交招股说明书

“五芳斋”冲刺“粽子第一股”

□

文

/

图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端午将至，粽味渐浓。近日，百年老店“五芳斋”也向

A 股递交了招股说明书，拟在上交所主板上市，保荐机

构为浙商证券。 而在此之前，五芳斋曾连换过两次上市

辅导券商。这一次，五芳斋能如愿成为“粽子第一股”吗？

两年连换三家辅导券商

近日，五芳斋披露了最新招股书，

拟募资额为 10.56 亿元， 主要承销商

为浙商证券。

记者注意到， 五芳斋此前曾连换

过两次上市辅导券商。

2019 年时，五芳斋曾选择广发证

券作为其上市辅导券商， 但在短短 5

个月后，五芳斋就因“战略发展需要”

终止了辅导协议。此后，中金公司成为

五芳斋第二家辅导机构，直至 2020 年

6 月披露第三期工作进展报告后，双

方的合作进度就再无更新。

浙商证券于 2020 年 9 月接手五

芳斋的辅导工作。也就是说，这是五芳

斋三战“粽子第一股”了，不知道这次

能否如愿呢？

据了解， 五芳斋始于 1921 年，浙

江兰溪籍商人张锦泉在嘉兴的张家弄

口开设了首家“荣记五芳斋”粽子店。

1992 年， 嘉兴市五芳斋粽子公司成

立，次年“五芳斋”被评为“中华老字

号”。 2004 年，五芳斋被国家商标局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如今的拟上市主体———五芳斋，

就是由嘉兴市五芳斋粽子公司 1998

年改制而来。改制 3 年后，五芳斋又着

手进行国有股转让，自此

开启由国资变身民企的

历程。

在经过多轮增资和

股权转让后，截至招股书

披露日，五芳斋集团直接

持有五芳斋 40.36%股份，

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嘉

兴市远洋广告装饰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

五芳斋 9.70%股份，合计

持有该公司 50.06%的股

份，为五芳斋控股股东。

股权穿透可见，五芳斋董事长、五

芳斋集团董事长厉建平持有五芳斋集

团 20%股份。 五芳斋董事兼总审计师

厉昊嘉（厉建平儿子）持有五芳斋集团

20%股份。 厉建平、厉昊嘉父子为五芳

斋实际控制人。

对于五芳斋的上市前景， 深圳中

金华创基金董事长龚涛向信息时报记

者表示， 五芳斋上市后品牌价值会有

所提升，有助于其抢占全国市场、打破

地域性的限制。另外，这个领域品牌多

规模小， 能够成为五芳斋竞争对手的

非常少。

年卖4亿只 一只粽子打天下

五芳斋的基本面成色如何？ 根据

招股书显示，五芳斋近3年业绩平稳中

略有下滑， 其2018年、2019年、2020年

的营收分别为 24.229亿、25.069亿、

24.206亿。 同一时期， 净利润分别为

9545万元、1.6亿元、1.4亿元。

记者注意到， 靠粽子起家的五芳

斋，不只卖粽子，还卖月饼、餐食、蛋制

品、糕点等系列的产品。 不过，粽子依

然是其主打产品， 在营收中占比近

70%。

从招股书披露的数据来看，2018

年，五芳斋“粽子系列”一项占总营收

比重还仅为 66.28%；到 2020 年，这一

占比已经上升至 70.77%，销售额高达

16 亿元。

从销量来看，2018 年-2019 年，五

芳斋粽子系列的销量基本稳定在 4 亿

只。 2020 年受疫情影响， 销量降到

3.65 亿只，但贡献了 70.77%的收入。

至于其他细分品类， 目前收效甚

微。 2018 年-2020 年，五芳斋“月饼系

列” 一项的销售额分别为 1.55 亿元、

1.53 亿元和 1.85 亿元，占总营收比重

分别为 6.9%、6.5%和 7.9%；“蛋制品、

糕点及其他” 一项销售额分别为 2.2

亿元、2.41 亿元和 2.3 亿元，占总营收

比重分别为 9.7%、10.1%和 9.8%。

对此，五芳斋在招股书中也承认，

粽子、 月饼等传统节令食品具有显著

的季节性特征， 如果不能做好市场预

测等措施， 将面临部分产品备货不足

进而失去业务机会。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告诉

信息时报记者， 目前五芳斋的产品结

构过于单一， 所以需要通过上市去布

局“五多”战略，从而将其营收和利润

提升起来。“因为这几年它的整体营收

跟利润都在下滑， 只有通过资本的加

持， 才能让它在整体品类矩阵这一块

更加完善。 ”

此外，记者注意到，五芳斋集团董

事长厉建平也曾在 2018 年发布规划，

称要在 2021 年将粽子占营收比重降

到 50%以下。但目前看来，这一规划恐

难实现。

老品牌要玩出“新花样”

随着消费升

级，人们的口味也

在变化。 近年来，

市场上除了传统的鲜肉粽、枣粽、赤豆

粽、碱水粽外，还涌现出了不少网红粽

子，如辣条粽、加入七颗咸蛋黄的“七

龙珠粽”、蒲烧鳗鱼粽等，吸引了不少

年轻消费者的目光。

可见， 传统的粽子也并非是一成

不变的，老字号也不能“倚老卖老”。 比

如，真真老老和 COSTA 联名推出了限

定新品粽子“咖啡巧克力流心粽”、星

巴克推出了星冰粽等。

记者注意到， 五芳斋在这方面也

紧跟潮流，不仅在口味上推陈出新，还

在寻找合适的国潮 IP，借助互联网，将

百年品牌做出新潮、趣味和创意。

据不完全统计， 五芳斋此前已与

钟薛高、迪士尼、相宜本草、小罐茶、拉

面说等多家品牌进行联名。 从产品创

新来看， 五芳斋也相继研发出了北虫

草黑猪肉粽、辣味鱿鱼粽等创新产品。

在渠道方面， 目前五芳斋还尝试了电

商渠道、线下外卖等方式。

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 年端

午节中国粽子品牌排行榜单 TOP10》，

其中“老字号”五芳斋位居榜首。 艾媒

咨询分析师认为， 随着 90 后、00 后逐

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导人群， 粽子生

产商应契合新一代年轻人口味， 谋求

在口味、包装上做出革新，迎合年轻人

的喜好，才能更好创新继承粽子文化、

为企业谋得新发展。

对此，朱丹蓬表示，五芳斋帮一些

企业做定制、联名等方面的创新，也会

给老字号品牌带来一定的启发。 未来，

其在多品类方面应该会有比较大的突

破， 多场景这块应该也会随着资本的

加持而有更大的变化， 一切都要拭目

以待。

老字号也应成为新“网红”

近年来， 老字号企业频频传出要

上市的消息。 比如，今年 2 月，有 400

年历史的剪刀品牌“张小泉”在创业板

上市申请成功过会， 目前公司审核状

态为“提交注册”。 此外，德州扒鸡也于

去年 6 月与国泰君安证券签订了上市

辅导协议，正在准备上市。

不过，进入资本市场是一把“双刃

剑”，如果不能成功借助资本之力进行

创新、适应时代的新需求，就有可能被

市场所淘汰。 去年 5 月，在新三板挂牌

的天津“狗不理”选择摘牌。 今年一季

度，全聚德净利润亏损 4708.52 万元。

业内人士董晓宇对信息时报记者

表示，老字号上市并不鲜见，其逻辑无

非是借助资本市场增加融资渠道，为

其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同时上市也是对品牌传播的最好途

径。“老字号必须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

础上，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创新、产品

创新取得发展的新动能。 ”

资深品牌营销专家张正也向记者

表示， 网红产品有许多值得传统企业

学习的地方， 比如满足小众个性化需

求、市场反应迅速、创新无边界、注重

与顾客互动及亲密接触、黏性强等等。

“在学习网红产品的同时，老字号

注意不要失去自己的长板， 比如深厚

的传统文化、匠心工艺等；并且还要注

意，品类代表品牌不仅是为自己工作，

还要为整个行业的繁荣与发展承担责

任，用心付出。 ”张正举例称，比如做热

品类市场、引领产品创新、不拒绝良性

竞争、主动升级行业标准、回归顾客视

觉中心和消费中心等等， 这些也都是

五芳斋持续强大应该做的。

五芳斋营收主要还是靠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