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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9月14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0年9月26日下午14：00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乌江工业园召开。

会议由董事苏礼荣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6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6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账户的议案》；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账户暨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1。

2、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2。

3、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3。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被担保方的议案》；

《关于增加被担保方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4。

董事苏礼荣先生为被担保方浙江兴农发牧业有限公司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5。

董事苏礼荣先生为关联方浙江兴农发牧业有限公司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

案》；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套期保值的相关规定，对原《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管理制度》的相应条款进行了调整，修订后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2020年9月）于2020年

9月28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7、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方案的议案》；

《关于调整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方案的公告》 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6。

8、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序号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59,628,098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13,709,019

元。

2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159,628,098

股，均

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313,709,019

股， 均为人民

币普通股。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邦辉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后，同意补选邓成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张邦辉先生辞去董事长、董事、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并提名补选董事的公告》于2020年9月

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告编号2020-087。

10、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关于召开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8。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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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9月14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

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9月26日下午14：00在安徽省马鞍山乌江工业园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张炳良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8亿

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一年内。该事项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

报。该事项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2。

2、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子公司增资，是满足募投项目的未来经营发展需求，有利于提升其运营能

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长远利益。本次增资后，相关子公司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会

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3。

3、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被担保方的议案》。

《关于增加被担保方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4。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5。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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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账户

暨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及项目基本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邦股份” ）于2020年2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0]249号” 文核准，发行数量154,080,921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65,599,933.30元，本次募

集资金用于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于2020年8月10日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33879号验资报告。发行人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65,599,

933.3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1,301,599.2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634,298,334.03元。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及专户开立、存储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的相

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宁波余姚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统称

“开户银行” ）开设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公司已与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

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因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均由全资子公司运营，因此公司在下属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申万宏源、

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本次开设账户详情：

账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

15121501040022031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

15121501040022056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支行

12290001040017557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县支行

12256001040019068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泉县支行

12112001040003215

6

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故城县支行

50432001048888883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支行

12290001040017409

截至2020年9月24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开户和储存情况如下：

账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元）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39613001040017995 437,978,243.50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

307006277013000025663 402,275,211.37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余姚支行

94060078801800009379 300,660,029.86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632076841 39,236.46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574900026210806 59,968.37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

15121501040022031 -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

15121501040022056 -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支行

12290001040017557 -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县支行

12256001040019068 -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泉县支行

12112001040003215 -

11

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故城县支行

50432001048888883 -

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支行

12290001040017409 -

三、本次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该专户仅用于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相关要求，申万宏源已经向公司、开户银行告

知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申万宏源将遵守法律法规，公平竞争，合规经营，不直接或者间接收受或者向他人

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3、申万宏源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申万宏源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

配合申万宏源的调查与查询。申万宏源每半年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公司授权申万宏源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

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申万宏源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开户银行按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申万宏源。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

的，公司及开户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7、申万宏源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申万宏源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

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申万宏源出具对账单或向申万宏源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申万宏源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且申万宏源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备查文件

经各方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2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天邦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合理规划使用募集

资金，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8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自董事审议通过后一年内。同时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选择、实际投资金额确定、协议的签署

等。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49号）核准，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1.00元，发行数量154,080,921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7.3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65,599,933.30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1,301,599.2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634,298,334.03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0]33879号）予

以验证确认。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计划使用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计划使

用金额

1

生猪养殖 淮北市濉溪县燕头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3,200 10,560

2

生猪养殖 淮北市濉溪县和谐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9,600 7,580

3

生猪养殖 蚌埠市怀远县池庙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4,400 11,420

4

生猪养殖 蚌埠市怀远县钟杨湖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4,400 11,520

5

生猪养殖 东早科年存栏

11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13,200 10,260

6

生猪养殖 豆宝殿年存栏

56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7,280 5,116

7

生猪养殖 牛卧庄年存栏

11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13,200 10,260

8

生猪养殖 南贾村年存栏

5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6,000 4,600

9

生猪养殖 郓城县潘渡镇杨庙村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0,920 8,824

10

生猪养殖 郓城县程屯镇肖南村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5,600 12,620

11

生猪屠宰及

肉制品加工

安徽阜阳年屠宰加工

500

万头生猪建设项目

132,795 94,300

12

饲料生产加

工

年产

100

万吨猪饲料与

20

万吨水产饲料项目

30,000 26,500

13 -

补充流动资金

53,000 53,000

合计

333,595 266,560

二、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

使用的情况下， 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能提高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2、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8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

3、投资品种

公司使用不超过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保本保收益型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等）。

4、投资期限

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

5、投资范围及安全性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仅限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不得

用于投资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

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

6、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要求

在对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合理安排并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及时进行理财产品购买或赎回，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资金的需求，

所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7、实施方式

在上述投资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日常实施及办理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选择、实际

投资金额确定、协议的签署等。

8、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披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

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开展相关理财业务，并将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认真执

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控投资风险。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

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公司审计部应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

督并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开董事会，审议

停止该投资；

4、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且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的正常实施。

2、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

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合理规划使用募集资金，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

前提下，使用不超过8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

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该事项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公

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该事项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已经过公司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使用不超

过8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为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该事项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

资回报。该事项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也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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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87,060万元人民币向全

资子公司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世伟集团” ）、阜阳天邦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阳

天邦” ）进行增资，用于实施本次募投项目。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增资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变更，

也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或实施方式的变更。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

次增资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49号）核准，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1.00元，发行数量154,080,921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7.3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65,599,933.30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1,301,599.2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634,298,334.03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0]33879号）予

以验证确认。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 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1、 增资详情

（1）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增资92,760万元

（2） 阜阳天邦食品有限公司增资94,300万元

2、 增资标的

（1）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工业园通江大道

经营范围：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生猪养殖、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资产总额

336,114.34 382,026.84

应收款项总额

163,616.11 200,324.15

负债总额

242,696.06 285,360.96

净资产

93,418.28 96,665.88

营业收入

9,181.48 8,127.82

营业利润

-3,769.72 649.43

利润总额

-3,780.11 561.59

净利润

-3,780.11 56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8.80 11,551.40

（2） 阜阳天邦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杨桥镇工业园区致富路6号

经营范围：生猪屠宰、肉品加工及销售；生猪养殖、咨询服务及销售；饲料生产及销售；农业产业园建设；

有机肥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资产总额

982.76 1305.25

应收款项总额

1.56 4.21

负债总额

37.52 148.49

净资产

945.24 1156.76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05.76 -210.48

利润总额

-105.76 -310.48

净利润

-105.76 -310.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83 -252.06

三、 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具体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公司以募集资金对项目实施公司增资符合公司业务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

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 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

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公司、项目实施

公司、保荐机构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协议对公司、项目实施公司、保荐机构

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本次增资后，增资款项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专项

用于募投项目建设，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将根据相关事

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促进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增资不会导致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增资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六、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子公司增资，是满足募投项目的未来经营发展需求，有利于提升其运营能

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长远利益。本次增资后，相关子公司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会

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七、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事项符合募集资金项目用途，该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4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被担保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如适用）：

1、截至2020年8月31日，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170,853.60万元，对参股企业、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

等担保总额为117,537.21万元，合计对外担保总额为288,390.81万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

2、截至2020年8月31日，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为参股子公司浙江兴农发

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农发牧业”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4亿元的担保额度，主要用于银行贷款、

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等，以尽快扩大养殖规模。兴农发牧业其余股东提供等比例担保。

因兴农发牧业生猪养殖项目建设主体为下属分子公司，公司拟将被担保对象由兴农发牧业调整为兴农

发牧业及其分子公司，担保额度不变。

上述担保金额为3.04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0.55%。本次担保为关

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总裁苏礼荣先生在兴农发担任董事，已

回避表决。上述担保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万

元）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联担

保

天邦股份

浙江兴农发

牧业股份有

限公司及分

子公司

详见“三、被

担保人的基

本情况”

详见“三、被

担保人的基

本情况”

1,900.00 0 10.55%

是

除本次担保对象调整外，其余担保预计情况不变。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14N71

成立日期：2018年09月28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钱江路639号1944室

法定代表人：方伟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生猪屠宰；肥料生产；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饲料生产；动物无害化处理；货物进出

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动物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肥料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初级

农产品收购；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1,400.00 38.00%

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800.00 36.00%

宁波市雷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0.00 25.00%

方伟

300.00 1.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合并口径）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542,728,260.84 350,857,678.38

应收款项总额

23,425,823.44 1,680,054.65

负债总额

133,149,152.00 13,931,779.65

净资产

409,579,108.84 336,925,898.73

营业收入

99,629,734.80 115,129,357.50

营业利润

50,090,618.49 35,724,801.80

利润总额

49,403,210.11 36,435,615.11

净利润

49,403,210.11 36,435,61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97,543.35 42,386,919.90

（二）桐乡市洲泉农发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桐乡市洲泉农发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MA2JE63BXU

成立日期：2020年08月17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洲泉镇石山头村南松8号

法定代表人：吴厚勤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畜禽粪污处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肥

料销售；牲畜销售；农副产品销售；仅限畜禽粪污清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桐乡金大象生猪专业合作社

50.00 5.00%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950.00 95.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桐乡市洲泉农发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新成立，暂无最近一年及一期数据。

（三）湖州吴兴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州吴兴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2MA2D3WCK6P

成立日期：2020年06月03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菰城村吴沈门58号三层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厚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生猪屠宰；动物无害化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550.00 85.00%

浙江银丰大虹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0.00 15.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15,000,000.00 -

应收款项总额

- -

负债总额

- -

净资产

15,000,000.00 -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 -

利润总额

- -

净利润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四）建德农发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建德农发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2MA2HX3661Y

成立日期：2020年04月28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大同镇黄家村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倪勇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种畜禽经营；家禽屠宰；家禽饲养；牲畜屠宰；牲畜饲养；动物无害化处理；种畜禽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

施建设运营等服务；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牲畜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60.00%

建德耘源畜牧有限公司

1,200.00 40.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30,000,000.00 0

应收款项总额

2,589,930.00 0

负债总额

0 0

净资产

30,000,000.00 0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0 0

利润总额

0 0

净利润

0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7,531.24 0

（五）绍兴市上虞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绍兴市上虞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MA2D8CHQXM

成立日期：2020年03月30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峰山南路518号A区

法定代表人：倪勇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 55.00%

绍兴市上虞伯阳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900.00 45.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20,090,398.88 -

应收款项总额

2,225,000.00 -

负债总额

90,398.88 -

净资产

20,000,000.00 -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 -

利润总额

- -

净利润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六）湖州南浔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州南浔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3MA2D12JQ75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09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和平村

法定代表人：吴厚勤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与销售；农作物种植及销售；农业技术、畜牧养殖技术咨询服务；畜牧业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98,043,473.78 41,234,062.15

应收款项总额

16,961,610.69 376,200.00

负债总额

52,919,629.11 40,234,064.15

净资产

45,123,844.67 999,998.00

营业收入

58,292,934.00 -

营业利润

34,804,059.10 -

利润总额

35,123,846.67 -2.00

净利润

35,123,846.67 -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37,302.44 -

（七）杭州富阳农发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富阳农发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H0YA61N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28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体育馆路471号4楼406室

法定代表人：倪勇

注册资本：5,5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猪的养殖、屠宰与销售（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初级农产品经营；农作物种植及销售；农业

技术、畜牧养殖技术咨询服务；畜牧业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4,675.00 85.00%

杭州富春山居集团有限公司

825.00 15.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17,676,666.72 17,650,000.00

应收款项总额

5,123,864.95 -

负债总额

26,666.72 -

净资产

17,650,000.00 17,650,000.00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 -

利润总额

- -

净利润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5,583.99 -

（八）宁海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海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6MA2GU9WT45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15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力洋镇古渡村山后塘（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殷志宏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猪的养殖（限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凭《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经营）；农作物种

植及销售；农业技术、畜牧养殖技术咨询服务；畜牧业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88,667,192.72 48,735,344.86

应收款项总额

1,886,434.35 76,240.00

负债总额

78,147,596.17 38,815,187.10

净资产

10,519,596.55 9,920,157.76

营业收入

17,763,765.00 -

营业利润

1,499,421.36 -29,842.24

利润总额

599,438.79 -79,842.24

净利润

599,438.79 -79,842.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03,551.56 21,568,309.61

（九）衢州一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衢州一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3MA2DH0XEXA

成立日期：2019年06月14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东方广场7幢1207室

法定代表人：汪建华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农业技术开发；中药材、水果、蔬菜的种植；农产品销售（不含新鲜蔬菜、冷鲜肉、水产品、豆

制品）；旅游景区开发；生猪养殖（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具体范围详见许可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10,720,406.52 -

应收款项总额

2,118,502.26 -

负债总额

1,720,406.52 -

净资产

9,000,000.00 -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 -

利润总额

- -

净利润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5,418.43 -

（十）浙江嘉豪农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嘉豪农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580283712A

成立日期：2011年08月30日

注册地点：萧山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十七工段

法定代表人：倪勇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83,079,920.07 87,864,917.53

应收款项总额

4,825,513.68 22,775,061.27

负债总额

101,615,806.06 108,890,604.90

净资产

-18,535,885.99 -21,025,687.37

营业收入

- 109,473,515.20

营业利润

417,657.00 83,644,875.85

利润总额

417,657.00 16,907,837.83

净利润

417,657.00 16,907,83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463,128.77 10,887,222.20

以上为兴农发牧业及截至公告日兴农发牧业的子公司详情，若后续兴农发牧业新增子公司，公司将根

据对外担保相关规定履行审议及披露义务。

四、本次所担保融资用途

根据浙农发“重点发展浙江地区”的战略定位，按照“收购一批、新建一批” 部署，兴农发牧业及子公司

的融资将用于租赁猪场经营、收购猪场经营、新建猪场等。

五、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根据每笔借款的实际发生日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确定。

担保协议签署：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担保比例：对于兴农发牧业全资子公司，公司按照持股比例进行担保，其他股东提供等比例担保。对于

兴农发牧业非全资子公司，按照兴农发牧业的持股比例计算兴农发牧业需要承担的担保金额，公司对这部

分担保金额按照对兴农发牧业的持股比例提供等比例担保。

反担保事项：兴农发牧业及其分子公司须以其现有/未来贷款购买或新建形成的资产提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20年8月31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发生额为288,390.8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100.07%。截止公告日，公司为水产饲料客户提供担保中有一笔贷款已经逾期，逾期金额36万元，公司

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担保类型

截止

8

月

31

日

累计发生额（万元）

截止

8

月

31

日

担保余额（万元）

对参股企业、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的担保

117,537.21 117,537.21

对子公司的担保

170,853.60 170,853.60

合计

288,390.81 288,390.81

六、董事会意见

1、本次调整担保对象，是为了支持兴农发牧业及其子公司响应政策号召，筹集资金推进猪场收购、猪场

新建，以扩大出栏规模。

2、本次担保获取的资金用途是由兴农发牧业及其子公司收购、新建猪场，资金用途明确，还本付息有保

障，风险可控。

3、本次公司调整向兴农发提供担保额度的具体对象，每笔融资公司依旧根据持股比例提供38%担保，兴

农发其他股东将根据持股比例及贷款金额，提供等比例担保。

考虑以上因素，董事会认为公司调整担保对象，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担保授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调整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参股子公司生产规模扩张的需要， 兴农发以其现在/未来贷款购买

或新建形成的资产提供反担保，相关的安排可以保证风险可控。本次担保授权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能够帮助兴农发降低财务成本，扩大业务规模，兴农发其余股东提供等比例担保。不

存在损害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意本次担保授权。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5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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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甲方” ）董事会于2020年9月26日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根据上半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以及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2020年度关

联交易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3月13日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20-028）。

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情况和生产经营的需求变化，公司对与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农发牧业” ）及其分子公司（以下简称“兴农发集团” 、“乙方” ）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估计进行了合理

的调整，调整后公司与兴农发集团2020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45,100万元，额度

有效期到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调整后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20

年度

预计金额

截至

8

月

31

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法人采购原

材料

兴农发集

团

生猪采购 市场定价

2,000.00 1903.58 4,321.24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兴农发集

团

种猪、仔猪、生物

制品、猪肉

市场定价

43,000.00 158.11 38.09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兴农发集

团

运输服务 市场定价

100.00 36.68 7.92

2020年9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董事苏礼荣为关联方，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相关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度预计金额

2019

年度发生金额 发生额占同类业务比例

向关联法人采购原材料 生猪采购 未预计

4,321.24 3.16%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生物制品、

猪肉

未预计

38.09 0.01%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运输业务 未预计

7.92 0.53%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14N71

成立日期：2018年09月28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钱江路639号1944室

法定代表人：方伟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农作物种植、养殖（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及技术服务，屠宰（限下属分支机构凭许可证

经营），食品生产、经营，饲料生产、经营(凭许可证经营)，有机肥料生产、销售，清扫服务（凭许可证经营），

橡胶及制品、轻纺产品、初级食用农产品、棉花的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合并口径）（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542,728,260.84 350,857,678.38

应收款项总额

23,425,823.44 1,680,054.65

负债总额

133,149,152.00 13,931,779.65

净资产

409,579,108.84 336,925,898.73

营业收入

99,629,734.80 115,129,357.50

营业利润

50,090,618.49 35,724,801.80

利润总额

49,403,210.11 36,435,615.11

净利润

49,403,210.11 36,435,61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97,543.35 42,386,919.90

备注：兴农发牧业2020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总裁苏礼荣先生在兴农发牧业担任董事一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

第10.1.3及10.1.5条规定，兴农发牧业符合深交所对上市公司关联法人的规定，公司与兴农发牧业所发生业

务往来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较为稳定，根据其财务、资信状况及本公司与其以往的商业往来情况，关联方能够

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具备履约能力。发生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向关联法人采购原材料交易的主要内容

交易的产品是仔猪。

1、兴农发集团向公司提供仔猪规格：仔猪规格为7-15公斤。

2、定价原则：单头基础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变化每周协商确定，超重或不足部分每一公斤按交易时点

市场肥猪价调整。参考的市场价格主要根据屠宰厂、养殖企业和公开猪价数据统计信息公司的数据确定。

3、结算方式：根据合同约定的市场化结算方式，与非关联方交易保持一致。

4、质量标准：乙方提供的猪苗须经甲方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合同签订打款事项；乙方猪苗须符合甲方

外貌、品种、体重、健康要求；乙方出售的仔猪已经免疫、检疫、且免疫标识、检疫证明齐全。质量可靠，保证无

疫情、病情、残猪，如有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处理；乙方按批次提供免疫程序和有效的疫病检测报告给甲方，

所出售给甲方的仔猪，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药品和添加剂，确保猪苗安全健康。

（二）向关联法人销售产品、商品交易的主要内容

交易的产品是种猪、仔猪等。

1、种猪交易

1）公司向兴农发集团提供种猪，包含祖代种猪和父母代种猪。

2）定价原则：单头基础价格由双方参考市场价协商确定，超重或不足部分每一公斤按合同约定价格调

整。参考的市场价格主要根据屠宰厂、养殖企业和公开猪价数据统计信息公司的数据确定。

3）结算方式：根据合同约定的市场化结算方式，与非关联方交易保持一致。

4）质量标准：公司提供的种猪必须有耳牌号，耳牌号必须和档案系谱相吻合。种猪外形符合标准。

2、仔猪交易

1）定价原则：单头基础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变化每周协商确定，超重或不足部分每一公斤按交易时点

市场肥猪价调整。参考的市场价格主要根据屠宰厂、养殖企业和公开猪价数据统计信息公司的数据确定。

2）结算方式：根据合同约定的市场化结算方式，与非关联方交易保持一致。

3）质量标准：甲方提供的猪苗须经乙方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合同签订打款事项；甲方猪苗须符合乙方

外貌、品种、体重、健康要求；甲方出售的仔猪已经免疫、检疫、且免疫标识、检疫证明齐全。质量可靠，保证无

疫情、病情、残猪，如有质量问题由甲方负责处理；甲方按批次提供免疫程序和有效的疫病检测报告给乙方，

所出售给乙方的仔猪，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药品和添加剂，确保猪苗安全健康。

（三）其他交易的主要内容

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还包括生物制品和猪肉产品。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主要为生猪运输服务。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如果有国家定价

则执行国家定价；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最终确定交易价格。货物或服务的质量标准，有国家标准的，

执行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执行行业标准；在执行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双方可以在具体合同中对质量作

出特别约定；没有国家、部委和行业标准的，双方可以另行约定质量标准。

（四）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兴农发集团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在本次授权范围内按次签订合同进行交易。

公司与兴农发集团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主要是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从兴农发集团购买仔猪，以满足部分母猪场产能和育

肥场产能不匹配的需求，可以充分利用闲置产能，并维护公司优质合作农户资源；以及向兴农发集团销售种

猪、仔猪，满足兴农发集团规模扩张的需求，支持公司参股子公司业务发展。该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

础上进行的，未损害公司利益，未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大的影响，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由

于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同类交易的比例占比不高，公司不会对上述关联方产生依赖。

（下转B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