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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

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7年5月26日，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公司将为51家下属公司提

供原料采购货款不超过18,000.00万元的担保。

益海（周口）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等7家饲料原料供应商对公司下属51家子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至2018年6月

13日期间所签订的原料购销合同给予最高总额不超过18,0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在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该7家饲

料原料供应商及担保货款额度的情况为：

序号 饲料原料供应商名称 担保货款额度（万元）

1 益海（周口）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18,000

2 益海（泰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3 益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4 秦皇岛金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5 益海嘉里（兴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6 益海（连云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7 益海（周口）小麦工业有限公司

合计额度 18,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

本（万

元）

注册地点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务

公司

持股

比例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

邓州市牧

原养殖有

限公司

2010/12/30 23,000 邓州市 曹庆伟

生猪养殖销售、良种繁

育、粮食购销、饲料加

工销售 （由分支机构

凭生产许可证经营）、

养殖技术的服务推广、

猪粪处理*

100% 162,933.10 58713.82 104,219.28 129,624.43 52,727.97 54,207.42

2

南阳市卧

龙牧原养

殖有限公

司

2010/12/30 21,000 南阳市 曹庆伟

生猪、 种猪养殖及销

售；饲料加工、销售；养

殖技术的服务推广；粮

食购销；猪粪处理

100% 211,291.62 167223.65 44,067.97 116,910.23 37,877.58 39,911.68

3

湖北钟祥

牧原养殖

有限公司

2012/9/24 25,000 旧口镇 苏学良

畜禽养殖、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畜牧

机械加工销售；养殖技

术服务推广； 猪粪处

理； 饲料加工与销售；

政策许可的农副产品

购销

100% 132,140.98 99341.95 32,799.04 49,545.42 18,315.38 18,506.15

4

山东曹县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12/12/21 15,000 曹县 李翀

生猪饲养、销售；粮食

购销； 配合饲料 （畜

禽、幼畜禽、种畜禽）

加工及销售 （有效期

限以许可证为准）；农

作物、 苗木种植与销

售；畜牧机械加工与销

售；猪粪处理。

100% 82,222.65 55588.47 26,634.18 34,740.35 11,377.99 11,731.83

5

唐河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4/4/17 25,000 唐河县 王华同

生猪养殖、销售，良种

猪繁育， 粮食购销、饲

料销售， 农作物种植，

林木培育和种植，养殖

技术的服务推广、猪粪

处理。从事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业务。

100% 69,668.10 42515.65 27,152.44 42,363.03 17,022.11 17,554.48

6

扶沟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4/4/22 14,000 扶沟县 李付强

生猪养殖销售，良种繁

育，粮食购销，饲料加

工销售， 农作物种植，

林木培育和种植，养殖

技术的服务推广，猪粪

处理。

100% 104,642.84 85914.49 18,728.35 26,934.44 4,587.82 4,973.84

7

滑县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4/9/3 10,000 滑县 石生营

生猪养殖销售，良种繁

育，粮食购销，饲料加

工销售； 农作物种植，

林木培育和种植，养殖

技术的服务推广，猪粪

处理。

100% 30,214.57 19443.73 10,770.84 2,937.47 881.23 918.69

8

杞县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4/11/20 2,000 杞县 朱建华

饲料销售、农作物种植

销售；农业技术的服务

推广； 生猪养殖销售、

生猪良种繁育；粮食购

销；猪粪处理销售。

100% 33,984.87 30088.06 3,896.81 6,311.07 1,866.67 1,922.94

9

正阳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4/11/21 14,000 正阳县 曹庆伟

饲料加工及销售、生猪

养殖与销售，农作物种

植、 林木培育和种植、

养殖技术的服务推广、

粮食购销、猪粪处理

100% 56,498.56 41367.89 15,130.67 3,930.68 1,168.95 1,220.82

10

通许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4/11/27 22,000 通许县 刘斌

生猪养殖、销售；饲料

销售；农作物、花卉、园

艺作物种植；养殖技术

咨询；粮食收购。

100% 49,607.06 29532.67 20,074.39 9,474.41 3,217.46 3,268.38

11

社旗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5/7/24 4,000 社旗县 曹庆伟

生猪、良种猪养殖及销

售，饲料加工、销售，粮

食购销， 粪便处理，养

殖技术服务推广，农作

物种植，林木种植

100% 12,633.69 - 4,912.84 2,991.86 935.41 949.85

12

方城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5/7/24 4,000 方城县 郭徽

生猪、种猪养殖、销售；

粮食购销； 饲料销售；

农作物种植； 林木培

育、种植；养殖技术服

务、推广；猪粪销售

100% 13,202.38 8129.73 5,072.65 3,634.80 1,028.67 1,073.08

13

西华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5/7/30 10,000 西华县 曹庆伟

生猪养殖销售、良种繁

育；粮食收购；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生产销售；

农作物种植；养殖技术

服务推广；猪粪处理。

100% 32,196.94 21405.65 10,791.30 3,209.52 835.13 868.46

14

商水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5/12/25 18,000 商水县 李亚杰

生猪养殖及销售，饲料

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

植， 林木培育和种植，

猪粪处理、销售。

100% 29,166.72 22209.45 6,957.27 2,682.43 933.23 957.27

15

太康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5/12/25 18,000 太康县 曾四海

生猪养殖及销售饲料

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及种植养

殖技术的服务推广猪

粪处理*

100% 40,527.04 31754.42 8,772.62 2,461.19 757.34 772.62

16

闻喜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5/12/28 6,000 闻喜县 郭徽

生猪养殖、购销、良种

繁育； 饲料加工销售

（凭许可证经营）；农

作物种植、 林木培育、

种植及销售；养殖技术

服务的推广；猪粪处理

销售。

100% 26,744.62 20642.92 6,101.70 434.88 73.32 101.70

17

万荣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6/4/27 2,000 万荣县 郭徽

生猪养殖、销售及养殖

技术的服务推广；饲料

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和种植。

100% 8,274.65 - 1,963.42 29.02 -38.98 -36.58

18

大荔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6/5/3 2,000 大荔县 曹庆伟

生猪养殖及销售、饲料

加工及销售、 良种繁

育、粮食购销、农作物

种植、 林木培育和种

植、养殖技术的服务推

广、猪粪处理

100% 9,987.30 7984.11 2,003.19 243.49 -2.41 3.19

19

新绛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6/5/3 2,000 新绛县 曹庆伟

生猪养殖、销售及养殖

技术的服务推广；饲料

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和种植

100% 11,117.19 - 1,884.36 583.72 -122.04 -115.64

20

广宗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6/6/15 2,000 广宗县 张威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农作

物种植， 林木培育、种

植及销售，畜牧机械加

工、销售，猪粪处理；饲

料加工。

100% 10,499.11 - 2,236.98 1,478.24 236.85 236.98

21

内蒙古奈

曼牧原农

牧有限公

司

2016/6/17 12,000

奈曼旗大

沁他拉镇

孙志强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13,121.10 1208.28 11,912.82 20.33 -87.18 -87.18

22

内蒙古敖

汉牧原农

牧有限公

司

2016/6/22 8,000

赤峰市敖

汉旗

李鹏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 畜产品加工销售；

猪粪处理。

100% 8,494.40 539.82 7,954.58 - -45.42 -45.42

23

内蒙古翁

牛特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6/6/22 2,000

赤峰市翁

牛特旗

李鹏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 畜产品加工销售；

猪粪处理

100% 2,737.61 777.86 1,959.75 - -40.25 -40.25

24

淅川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6/6/17 2,000 淅川县 李亚杰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收购；饲料

加工、销售；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销

售；畜产品加工、销售；

畜牧机械加工、 销售；

猪粪处理**

100% 2,013.71 - 1,998.67 - -1.33 -1.33

25

内蒙古开

鲁牧原农

牧有限公

司

2016/7/26 2,000 开鲁县 郭大军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3,501.88 1,535.46 1,966.42 - -33.83 -33.58

26

吉林农安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16/7/29 2,000 农安县 李亚杰

生猪养殖销售，良种繁

育，粮食购销，饲料加

工销售， 农作物种植，

林木培育和种植，养殖

技术的服务推广，猪粪

处理。

100% 3,068.22 1,115.29 1,952.93 - -47.07 -47.07

27

河北馆陶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16/8/5 2,000 馆陶县 贾飞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2,113.54 - 1,979.66 - -20.34 -20.34

28

江苏铜山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16/8/8 2,000 铜山县 王开放

生猪养殖及、销售及屠

宰加工， 良种繁育，粮

食购销， 饲料加工销

售，农作物种植、销售，

林木培育、 种植及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2,116.49 139.8 1,976.69 - -23.31 -23.31

29

辽宁铁岭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16/9/5 2,000 铁岭县 孙志强

猪的饲养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加工

及销售， 农作物种植、

林木培育、 种植及销

售， 畜产品加工销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

粪处理，饲料加工销售

100% 265.38 - -7.72 - -7.72 -7.72

30

老河口牧

原农牧有

限公司

2016/9/6 2,000 老河口市 苏学良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销

售； 畜产品初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2,399.65 - 1,995.39 - -4.61 -4.61

31

辽宁建平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16/9/8 2,000 建平县 李鹏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2,236.81 262.13 1,974.67 - -25.33 -25.33

32

黑龙江龙

江牧原农

牧有限公

司

2016/9/8 2,000 龙江县 齐志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1,994.62 23.92 1,970.70 - -29.30 -29.30

33

安徽颍上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16/9/9 2,000 颍上县 姜开硕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2,012.90 23.66 1,989.24 - -10.76 -10.76

34

黑龙江兰

西牧原农

牧有限公

司

2016/9/12 2,000 兰西县 李亚杰

生猪养殖及销售，生猪

良种繁殖， 粮食购销，

饲料加工，林木育苗及

销售，牲畜屠宰及肉类

加工，畜牧机械加工及

销售。

100% 2,004.28 - 1,993.85 - -6.15 -6.15

35

白水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6/12/13 500 白水县 葛志辉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

工销售;农作物种植;林

木培育、 种植及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售；畜牧

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

理。

100% 134.41 - -0.39 - -0.39 -0.39

36

海兴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6/12/14 500 海兴县 贾飞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 农作物种植，林

木培育、 种植及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售，粮食

购销， 饲料加工销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

粪处理

100% 598.88 601.58 -2.70 - -2.70 -2.70

37

新河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6/12/14 500 新河县 张威

畜禽养殖、 良种繁育；

粮食收购、 饲料加工、

销售； 农作物种植；林

木培育、种植、销售；畜

产品加工、销售；畜牧

机械销售；猪粪处理。

100% 184.69 - -0.38 - -0.38 -0.38

38

东营市垦

利牧原农

牧有限公

司

2016/11/29 500 东营市 李翀

畜禽养殖、销售；农作

物种植；林木种植及销

售；粮食购销；饲料、畜

产品、 畜牧机械加工、

销售；猪粪处理。

100% 939.44 - 499.75 - -0.25 -0.25

39

江苏灌南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16/12/6 500 灌南县 王开放

畜禽养殖及销售；饲料

加工及销售； 良种繁

育；粮食购销；谷物种

植； 苗木种植销售；农

牧机械加工； 猪粪加

工。

100% 53.09 - -0.53 - -0.53 -0.53

40

吉林双辽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17/2/24 2,000 双辽市 何战标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 - - - -

41

山西永济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17/2/24 2,000 永济市 韩刚雷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 ,饲料

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 - - - - -

42

山西省代

县牧原农

牧有限公

司

2017/2/24 2,000 代县 李毅

生猪养殖及销售；粮食

收购、销售；饲料加工、

销售， 农作物种植、林

木培育、 种植及销售；

食品生产； 畜产品加

工、销售；畜牧机械加

工、 销售； 猪粪处理

（推送关键词：危险废

物经营）

100% - - - - - -

43

宁陵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7/2/16 2,000 宁陵县 刘威豪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 - - - - -

44

黑龙江林

甸牧原农

牧有限公

司

2017/4/17 2,000 大庆市 赵伟伟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 - - - - -

45

黑龙江明

水牧原农

牧有限公

司

2017/4/18 2,000 明水县 齐志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

植，林木种植，林木培

育及销售，畜产品加工

及销售，粪污处理。

100% - - - - - -

46

吉林通榆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17/4/17 2,000 通榆县 李亚杰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 - - - - -

47

辽宁阜新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17/4/17 2,000 阜蒙县 孙坤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 - - - - -

48

内蒙古科

左中旗牧

原现代农

牧有限公

司

2017/5/11 2,000

科左中旗

保康镇

孙志强

牲畜、 家禽养殖及销

售，畜牧服务；粮食购

销；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加工销售； 林木育种，

林木育苗；肉制品加工

销售，畜牧机械制造销

售，猪粪处理。

100% - - - - - -

49

西平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7/5/15 2,000 西平县 景延涛

生猪养殖技术应用推

广；农作物、林木种植

销售；饲料销售*

100% - - - - - -

50

蒙城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2017/4/28 2,000 蒙城县 姜开硕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 - - - - -

51

内蒙古扎

旗牧原农

牧有限公

司

2017/5/25 2,000

扎鲁特旗

鲁北镇

马锋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

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 畜产品加工销

售， 畜牧机械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

100% - - - - - -

（以上财务数据为2016年12月31日数据）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名称：益海（周口）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等7家饲料原料供应商

2、担保方（保证方）名称：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方（债务人）名称：前述公司51家下属子公司

4、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8,000.00万元

5、担保期限：2017年6月14日-2018年6月13日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审议程序

1、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此项担保有利于下属子公司的业务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 该51家下属子公司运营

正常，本次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公司提供

此项担保。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此项担保有利于促进下属公司正常业务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担保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提供此项担保。

3、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等有关规

定。 该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增强与原料供应商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更

好发挥公司的集中采购优势，提高工作效率，增强盈利能力。 本次担保的对象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提供本次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对外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18,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含本次担

保）为人民币120,013.80万元，为内乡县聚爱农牧专业合作社提供担保为人民币45,390万元。 公司合计对外提供担

保人民币165,403.8万元，占公司2016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29.22%。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3、《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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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5月26日上午9：0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五十七次会议。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2017年5月22日通过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

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秦英林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

议如下：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议案》，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近年来随着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快速发展，为进一步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

融资成本，满足公司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同时，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扶贫工作精神，帮助贫困县人民增

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决定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扶贫中期票据。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公告》详见2017年5月27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

本次扶贫中期票据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保证公司扶贫中期票据的顺利发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办理发行本

次扶贫中期票据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具体发行方案以

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发行条款，包括发行期限、确定发行日期、实际发行额、发行利率、发行方

式、承销商的选择、承销方式、募集资金用途等相关的一切事宜；

（2）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扶贫中期票据发行申报事宜；

（3）修订、签署与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有关的合同、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4）办理与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有关的其他事项；

（5）本授权有效期限自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绿色债券条件的议案》，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绿色债券发行指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公司的实际情况与上述有关规定逐项对

照，认为公司符合现行绿色债券政策和绿色债券发行条件的各项规定，具备发行绿色债券的资格和产业条件。

四、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绿色债券的议案》，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经过实践探索，总结出一套“减量化生产、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生态化循环” 的绿色发展模式，通过

全产业链把控，推进绿色发展模式，发展绿色产业，实现废弃物综合利用。 为发展绿色产业、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公司负债结构，公司拟申请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绿色债券。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发行绿色债券的公告》详见2017年5月27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

本次绿色债券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本次绿色债券发行工作的安排，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绿色债券发行工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

六、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公告》详见2017年5月27日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通许县发展规划进行调整，导致通许县二场、三场、六场养殖

场未能按照原计划进行建设。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同

意公司将“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中通许牧原二场、三场、六场生猪养殖项目变更为新河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河牧原” ）一场（新河县仁让里乡中良家庄村西）、四场（新河县仁让里乡东边仙村

南）。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详见2017年5月27日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由于商水县发展规划进行调整，导致商水牧原一场未能按照原计划进行建设。同意公司将“商水牧原第一期

45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中商水一场生猪养殖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为商水县大武乡雷庄村。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详见2017年5月27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九、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议案一至七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于2017年6月13日召开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2017年5月27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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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17年5月26日14:00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7年5月22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褚柯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议案》。

近年来随着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快速发展，为进一步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融

资成本，满足公司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同时，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扶贫工作精神，帮助贫困县人民增收，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决定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扶贫中期票据。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公告》详见2017年5月27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

本次扶贫中期票据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扶贫中期票据的顺利发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办理发行本

次扶贫中期票据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具体发行方案以

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发行条款，包括发行期限、确定发行日期、实际发行额、发行利率、发行方

式、承销商的选择、承销方式、募集资金用途等相关的一切事宜；

（2）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扶贫中期票据发行申报事宜；

（3）修订、签署与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有关的合同、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4）办理与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有关的其他事项；

（5）本授权有效期限自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绿色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绿色债券发行指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将公司的实际情况与上述有关规定逐项对照，认为公司

符合现行绿色债券政策和绿色债券发行条件的各项规定，具备发行绿色债券的资格和产业条件。

四、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绿色债券的议案》。

公司经过实践探索，总结出一套“减量化生产、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生态化循环” 的绿色发展模式，通过

全产业链把控，推进绿色发展模式，发展绿色产业，实现废弃物综合利用。 为发展绿色产业、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公司负债结构，公司拟申请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绿色债券。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发行绿色债券的公告》详见2017年5月27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

本次绿色债券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绿色债券发行工作的安排，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绿色债券发行工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

六、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

案》。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公告》详见2017年5月27日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通许县发展规划进行调整，导致通许县二场、三场、六场养殖

场未能按照原计划进行建设。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同

意公司将“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中通许牧原二场、三场、六场生猪养殖项目变更为新河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河牧原” ）一场（新河县仁让里乡中良家庄村西）、四场（新河县仁让里乡东边仙村

南）。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上述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

地点。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详见2017年5月27日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由于商水县发展规划进行调整，导致商水牧原一场未能按照原计划进行建设。同意公司将“商水牧原第一期

45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中商水一场生猪养殖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为商水县大武乡雷庄村。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详见2017年5月27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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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 、“牧原食品” 、“公司” ）于 2017年5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现就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62号文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

份” 、“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124,717,239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4.6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76,

774,286.13元，扣除发行费用26,443,096.9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050,331,189.15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验字（2017）第140001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

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经公司2016年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项目备案

1

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

化项目

1.1 通许牧原二场 2,078.63 2,078.63 豫汴通许农业[2016]03516

1.2 通许牧原三场 10,633.74 10,633.74 豫汴通许农业[2015]14748

1.3 通许牧原六场 17,291.10 17,291.10 豫汴通许农业[2015]11134

小计 30,003.47 30,003.47

2

商水牧原第一期45万头生猪产业

化项目

2.1 商水牧原一场 8,752.08 8,752.08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38

2.2 商水牧原二场 4,957.86 4,957.86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298

2.3 商水牧原三场 15,948.52 15,948.52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29

2.4 商水牧原四场 6,132.02 6,132.02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33

2.5 商水牧原五场 6,810.42 6,810.42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36

小计 42,600.90 42,600.90

3

西华牧原第一期27.5万头生猪产

业化项目

3.1 西华牧原一场 7,252.43 7,252.43 豫周西华农业[2015]19851

3.2 西华牧原二场 15,828.55 15,828.55 豫周西华农业[2015]19853

3.3 西华牧原三场 4,952.92 4,952.92 豫周西华农业[2015]19858

小计 28,033.90 28,033.90

4

太康牧原第一期25万头生猪产业

化项目

4.1 太康牧原四场 8,736.76 8,736.76 豫周太康农业[2016]01108

4.2 太康牧原六场 5,439.58 5,439.58 豫周太康农业[2016]01107

4.3 太康牧原七场 4,310.44 4,310.44 豫周太康农业[2016]01106

小计 18,486.78 18,486.78

5

闻喜牧原第一期20万头产业化项

目

5.1 闻喜牧原一、二场 16,515.25 16,515.25 闻发改备案[2016]8号

小计 16,515.25 16,515.25

6

扶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业

化项目

6.1 扶沟牧原六场 3,665.51 3,665.51 豫周扶沟农业[2015]19377

6.2 扶沟牧原七场 12,447.53 12,447.53 豫周扶沟农业[2015]19379

6.3 扶沟牧原八场 2,976.95 2,976.95 豫周扶沟农业[2015]19380

小计 19,089.99 19,089.99

7

正阳牧原第一期18万头生猪产业

化项目

7.1 正阳牧原四场 10,436.80 10,436.80 豫驻正阳农业[2015]25675

7.2 正阳牧原十五场 3,084.17 3,084.17 豫驻正阳农业[2015]25676

小计 13,520.97 13,520.97

合计 168,251.26 168,251.26

此次公司将“商水牧原第一期45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中商水一场生猪养殖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为商水县

大武乡雷庄村；其它项目不变。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以8票通过，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的议案》，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及影响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

1、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商水牧原第一期45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包括商水牧原一场、二场、三场、四场、

五场，截至目前共计投入16,333.43万元。

2、由于商水县发展规划进行调整，导致商水牧原一场未建设的土地未能按照原计划进行建设。

3、公司计划将 “商水牧原第一期45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中商水一场生猪养殖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为商水

县大武乡雷庄村。 拟变更后的项目已取得发改委备案确认书、环保局环评批复文件，便于项目尽快建设产生效

益。

（二）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情况及影响

1、本次公司拟将“商水牧原第一期45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不构成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改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方式也无变化，对项目实施进度无重大影响；

2、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是经公司审慎分析、反复研究，充分论证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除变更部分项目实施地点外，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背景、市场需求、技术方案、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经济

效益预测仍与公司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不会对上述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并未改变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建

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实施地点的变更对募投项目不

存在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且有利于公司及时发挥募集资金效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公司和广大投

资者利益最大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

募投项目变更仅涉及地点的变更，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有助于提升经营效率，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规划。 公司本次变更实施地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及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五、保荐机构意见

1、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

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仅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

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等均保持不变，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招商证券对牧原股份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5、《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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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年来随着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快速发展，为进一步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融

资成本，满足公司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同时，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扶贫工作精神，帮助贫困县人民增收，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议案》，拟向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扶贫中期票据发行方案

1、发行规模：拟注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8亿元），具体发行规模将以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注册的金额为准；

2、发行期限：本次扶贫中期票据具体发行期限将根据相关规定、市场环境和发行时公司资金需求情况予以确

定；

3、发行批次：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一次性或分期发行；

4、发行利率：本次发行利率按照市场情况确定；

5、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6、发行方式：公司聘请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金融机构承销发行；

7、资金用途：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建设、偿还银行贷款及调整公司债务结构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

政策要求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8、决议有效期：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决议在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

的注册及存续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二、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事宜

为保证公司扶贫中期票据的顺利发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办理发行本

次扶贫中期票据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具体发行方案以

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发行条款，包括发行期限、确定发行日期、实际发行额、发行利率、发行方

式、承销商的选择、承销方式、募集资金用途等相关的一切事宜；

（2）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扶贫中期票据发行申报事宜；

（3）修订、签署与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有关的合同、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4）办理与本次发行扶贫中期票据有关的其他事项；

（5）本授权有效期限自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本次发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申请发行扶贫中期票据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扶贫中

期票据的发行，尚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批准，并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发行注册后

在注册有效期内实施。

公司将及时披露与本次申请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相关情况。 公司申请发行扶贫中期票据事宜能否获得批准

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7-080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 、“牧原食品” 、“公司” ）于 2017年5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变更“通许牧

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62号文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

份” 、“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124,717,239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4.6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76,

774,286.13元，扣除发行费用26,443,096.9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050,331,189.15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验字（2017）第140001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

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经公司2016年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项目备案

1

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

化项目

1.1 通许牧原二场 2,078.63 2,078.63 豫汴通许农业[2016]03516

1.2 通许牧原三场 10,633.74 10,633.74 豫汴通许农业[2015]14748

1.3 通许牧原六场 17,291.10 17,291.10 豫汴通许农业[2015]11134

小计 30,003.47 30,003.47

2

商水牧原第一期45万头生猪产业

化项目

2.1 商水牧原一场 8,752.08 8,752.08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38

2.2 商水牧原二场 4,957.86 4,957.86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298

2.3 商水牧原三场 15,948.52 15,948.52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29

2.4 商水牧原四场 6,132.02 6,132.02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33

2.5 商水牧原五场 6,810.42 6,810.42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36

小计 42,600.90 42,600.90

3

西华牧原第一期27.5万头生猪产

业化项目

3.1 西华牧原一场 7,252.43 7,252.43 豫周西华农业[2015]19851

3.2 西华牧原二场 15,828.55 15,828.55 豫周西华农业[2015]19853

3.3 西华牧原三场 4,952.92 4,952.92 豫周西华农业[2015]19858

小计 28,033.90 28,033.90

4

太康牧原第一期25万头生猪产业

化项目

4.1 太康牧原四场 8,736.76 8,736.76 豫周太康农业[2016]01108

4.2 太康牧原六场 5,439.58 5,439.58 豫周太康农业[2016]01107

4.3 太康牧原七场 4,310.44 4,310.44 豫周太康农业[2016]01106

小计 18,486.78 18,486.78

5

闻喜牧原第一期20万头产业化项

目

5.1 闻喜牧原一、二场 16,515.25 16,515.25 闻发改备案[2016]8号

小计 16,515.25 16,515.25

6

扶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业

化项目

6.1 扶沟牧原六场 3,665.51 3,665.51 豫周扶沟农业[2015]19377

6.2 扶沟牧原七场 12,447.53 12,447.53 豫周扶沟农业[2015]19379

6.3 扶沟牧原八场 2,976.95 2,976.95 豫周扶沟农业[2015]19380

小计 19,089.99 19,089.99

7

正阳牧原第一期18万头生猪产业

化项目

7.1 正阳牧原四场 10,436.80 10,436.80 豫驻正阳农业[2015]25675

7.2 正阳牧原十五场 3,084.17 3,084.17 豫驻正阳农业[2015]25676

小计 13,520.97 13,520.97

合计 168,251.26 168,251.26

此次公司拟将“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中通许牧原二场、三场、六场生猪养殖项目变更为

新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河牧原” ）一场（新河县仁让里乡中良家庄村西）、四场（新河县仁让里乡

东边仙村南）。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以8票通过，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原因

（一）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原因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包括通许牧原二场、三场、六场，截至目前

共计投入315.83万元。

由于“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通许县发展规划进行调整，导致通许县二场、三场、六场养殖

场未能按照原计划进行建设。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公

司拟将“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中通许牧原二场、三场、六场生猪养殖项目变更为新河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河牧原” ）一场（新河县仁让里乡中良家庄村西）、四场（新河县仁让里乡东边仙村

南）。 拟变更后的项目已取得发改委备案确认书、环保局环评批复文件，便于项目尽快建设产生效益。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具体内容

变更前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项目备案 实施主体

1

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

化项目

通许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

1.1 通许牧原二场 2,078.63 2,078.63 豫汴通许农业[2016]03516

1.2 通许牧原三场 10,633.74 10,633.74 豫汴通许农业[2015]14748

1.3 通许牧原六场 17,291.10 17,291.10 豫汴通许农业[2015]11134

小计 30,003.47 30,003.47

变更后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项目备案 实施主体

1.1 新河牧原一场 19,251.28 18,237.22 新行批备字[2016]29号

新河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

1.2 新河牧原四场 12,420.50 11,766.25 新行批备字[2016]30号

小计 31,671.78 30,003.47

除上述变更事项外，其他事项不变。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变更如出现总投资金额不

足的情形，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解决。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本次变更“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项目实

施的实质内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变更，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需求，有利于

充分利用募集资金，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将“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中通许牧

原二场、三场、六场生猪养殖项目变更为新河牧原一场（新河县仁让里乡中良家庄村西）、四场（新河县仁让里乡

东边仙村南）。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上述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

地点。

六、保荐机构意见

1、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变更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及实施地点的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招商证券对牧原股份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5、《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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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行绿色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过实践探索，总结出一套“减量化生产、无害化处理、资源化

利用、生态化循环” 的绿色发展模式，通过全产业链把控，推进绿色发展模式，发展绿色产业，实现废弃物综合利

用。 公司符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的绿色产业项目范围。 为发展绿色产业、拓宽公司融资渠

道、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公司负债结构，公司于2017年5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申请发行绿色债券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绿色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如下：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绿色债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绿色债券发行指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公司的实际情况与上述有关规定逐项对

照，认为公司符合现行绿色债券政策和绿色债券发行条件的各项规定，具备发行绿色债券的资格和产业条件。

二、拟发行方案

1、债券名称：2017年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公司债券（简称“17牧原绿色债” ）。

2、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

情况和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3、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不超过7年期（含7年期），第N年末（3≤N≤5）可附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本期债券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簿记建档发行系统，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市场化方式确定发行利率，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簿记建档上限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确定。 本期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内前N年的最终票

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

备案，在债券存续期内前N年固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N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

回售部分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N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或减发行人下调的基点），调整幅度为0

至2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0.01%)，存续期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后的年份固定不变。 本期债

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5、计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

另计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息。

6、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第N年末调整本期债券之后年份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N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35个工作日披露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

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若债券持有人

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9、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

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

10、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托管。

11、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以1,000元为一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

且不少于1,000元。

12、募集资金的用途：公司本次发行绿色债券所募集资金拟用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国定资产投资项目及补

充流动资金。

13、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除外）协议发行。

14、发行范围及对象：在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发行对象为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户的中

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合格基金证券账户或A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15、承销方式：本次发行的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16、信用安排：本期债券无担保。

17、流动性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一个月内，发行人将向有关证券交易所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

通申请，经批准后尽快安排本期债券在合法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

18、决议有效期：本次发行绿色债券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三、授权事宜

根据公司本次绿色债券发行工作的安排，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绿色债券发行工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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