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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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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

下午 15 时在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会议室以通讯及现场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1 年 3 月 7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9 名董事均以书面的方式对议

案进行了表决，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和《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陶一山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125,000 万元分别向全资子公司禄丰美神养殖有限公司、武山美神养

殖有限公司、武山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重庆湘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详见巨

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301,

531,197.10 元；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置换资金总额为

680,000 元，以上置换金额合计为 302,211,197.10 元。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关联方监事龙伟华及其配偶周毅伟为公司子公司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茶陵县支行的 5,000 万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个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主债权履行期

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关于关联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增加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3376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226,939,960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后，公司注册

资本相应增加人民币 226,939,960 元，由人民币 979,077,582 元变更为人民币 1,206,017,542 元，同意公

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后，以此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中关于公

司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的规定条款。

本决议内容根据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做出，因此本议案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15,231.01 万元（以实际借款时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准）向全资子公

司佛山高明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详见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七、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降低其融资成本，公司拟向其提供 11,000 万

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上述财务资助以借款方式提供，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 2021 年 3 月 1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进行滚动使用，提供的财务资助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将资金汇入其账户之日起算。

为担保财务资助的履行，山东和美股东和美牧业以其持有的山东和美 15%股权及其派生权益为山

东和美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担保。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八、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开股东大

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目前工作安排等原因，公司决定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 议案中需要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待公司工作安排确定后再召集召开股 东大会，相关事宜将进行后续披露。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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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

下午 14 时 30 分在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会议室以通讯及现场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1 年 3 月 7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

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5 名监事均以书面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董事会秘书

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宏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125,000 万元分别向全资子公司禄丰美神养殖有限公司、武山美神

养殖有限公司、 武山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重庆湘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

目。

《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详见巨

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二、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为了保证募投项目的正常进

度需要，符合公司的发展利益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及已支付的发行费用：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置换资金总额为 301,531,197.10 元；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680,000 元，以上置换金额合计为 302,211,197.10 元。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三、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建设需要， 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佛山高明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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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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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

召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对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所议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

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禄丰美神养殖有限公司、武山美神养殖有限公司、武山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重庆湘

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二、《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项目实际建设的需要，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的发行费用，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投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的发行费

用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专项鉴证报告》。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

意《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三、《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

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佛山高明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四、《关于关联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 本次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相关议案已经我们事前

认可。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现阶段所必需

的法定程序，该等程序履行具备完备性及合规性。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关联人龙伟华、周毅伟为公司子公司

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华农牧” ）在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满足了龙华农牧发展

经营所需，关联人对龙华农牧的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于关联方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可以支持其业务发展，降低其融资成

本，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年利率参照公司在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被资助对象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

其实施有效的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同时本次财务资助由山东和美股东山东和美牧业有限公司以

其持有的 15%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可以降低违约风险，项目风险可控。基于上述，

我们认为该项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同意本次财务资助

事项。

独立董事：江帆、余兴龙、张少球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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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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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拟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和审慎、负责的态

度，现就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宜发表如下认可意见：

一、《关于关联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华农牧” ）与关联人龙伟华、周毅伟

发生的交易，是为满足龙华农牧发展经营所需，同时基于银行要求而发生的。该等交易没有损害公司

与龙华农牧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与龙华农牧的独立性没有影响。综上，我们同意将《关于关联

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江帆、余兴龙、张少球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567� � �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1-040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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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增加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决议内容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做出，因此本议案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原

《

公司章程

》

条款 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7,907.7582

万元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6,017,542

元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97,907.7582

万股

，

均为

普通股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206,017,542

股

，

均为普通股

。

《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不变。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567� � �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1-04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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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银行要求，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龙伟华及其配偶周毅伟为湖

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华农牧” ）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茶陵县支行的 5,000 万贷款

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主债权履行期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2、2021 年 3 月 1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龙伟华，男，国籍中国，身份证号：43022419760404********，住所：湖南省茶陵县下东接到 ****，

通讯地址：株洲市茶陵县下东街道龙华科技园，任职：目前担任龙华农牧董事、总经理。截至目前，龙伟

华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0.22%，为公司监事，龙伟华为公司关联方。

2、周毅伟，女，国籍中国，身份证号码：4324021977********，住所：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 ****，通

讯地址：株洲市茶陵县下东街道龙华科技园，任职：株洲市九鼎饲料有限公司监事，与龙伟华系夫妻关

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龙伟华及其配偶周毅伟为龙华农牧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茶陵县支行的 5,000 万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主债权履行期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是关联方基于银行要求而为公司子公司龙华农牧提供担保， 龙华农牧无需支付担

保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关联方基于银行要求而为公司子公司龙华农牧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

龙华农牧发展经营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龙华农牧的生产经营造成

不利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今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龙伟华、周毅伟没有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华农牧” ）与关联人龙伟华、周毅伟

发生的交易，是为满足龙华农牧发展经营所需，同时基于银行要求而发生的。该等交易没有损害公司

与龙华农牧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与龙华农牧的独立性没有影响。综上，我们同意将《关于关联

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 本次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相关议案已经我们事前

认可。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现阶段所必需

的法定程序，该等程序履行具备完备性及合规性。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关联人龙伟华、周毅伟为公司子公司

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华农牧” ）在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满足了龙华农牧发展

经营所需，关联人对龙华农牧的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于关联方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唐人神关联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内部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为满足龙华农牧发展经营所需， 同时基于银行要求而发生的， 属于正常的交易行

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龙华农牧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唐人神关联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自然人保证合同》（龙秋华 、周毅伟、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茶陵支行）。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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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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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和美” ）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降低

其融资成本，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对象：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

2、资助金额：人民币 11,000 万元

3、资助期限：2021 年 3 月 1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4、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5、利率：本次借款利息参照公司在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6、借款偿还：借款期限届满，山东和美将借款本金及利息汇入公司账户。山东和美也可提前还款。

7、本次财务资助款项的用途：专项用于山东和美运所需资金。

8、反担保措施：山东和美股东山东和美牧业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山东和美 15%股权为山东和美的

上述借款提供连带担保。

（二）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财务

资助事宜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785036248R

4、法定代表人：刘以林

5、注册资本：13,000 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6 年 01 月 20 日

7、住所：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城大济路 8 号和美产业园

8、经营范围：肉鸭养殖；配合饲料（畜禽、水产、幼畜禽、种畜禽）；浓缩饲料（畜禽、水产、幼畜禽、

种畜禽）生产销售；维生素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反刍动物）；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反刍

动物）；复合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反刍动物）生产销售；粮食收购；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饲料加工、

销售；生产销售消毒剂（固体）/ 杀虫剂（固体）、非氯消毒剂（液体）/ 杀虫剂（液体）、粉剂 / 预混剂 /

散剂颗粒剂片剂、口服溶液剂；水产品、禽肉制品加工、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生物饲料研

发，饲料及饲料原料销售（不含粮食）；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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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财务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2021

年

1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1,088,303,438.22 1,156,823,786.08

总负债

565,665,438.82 631,272,471.71

净资产

522,637,999.40 525,551,314.37

项目

2020

年

1

月

-12

月

（

未经审计

）

2021

年

1

月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7,134,103,888.91 568,761,955.96

净利润

65,932,563.39 2,913,314.97

10、其他：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不存在对山东和美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因玉米、豆粕等原材料自 2020 年以来大幅上涨，带动饲料成本上涨，为降低饲料原料

的成本，山东和美加大对小麦、糙米等优势原料的战略储备，从而需要大量资金来进行备货，公司在不

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向控股子公司山东和美提供财务资助， 是为了满足其经营需要， 降低经营成

本。 本次财务资助由山东和美股东和美牧业以其持有的 15%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可以降低违约风险，项目风险可控。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山东和美提供 11,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四、独立董事意见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可以支持其业务发展，降低其融资成

本，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年利率参照公司在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被资助对象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

其实施有效的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同时本次财务资助由山东和美股东山东和美牧业有限公司以

其持有的 15%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可以降低违约风险，项目风险可控。基于上述，

我们认为该项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同意本次财务资助

事项。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唐人神为控股子公司山东和美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内部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

及相关文件的规定。

公司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唐人神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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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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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301,531,197.10 元；同意公司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680,000 元，以上置换金额

合计为 302,211,197.1 元。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3376 号）核准，截至 2021 年 2� 月 8 日止，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49,999,926.8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

用、 审计及验资费用、 律师费用、 信息披露费用等其他发行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513,969,

928.41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全部到位，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出具的天职业字 [2021]5256 号验证报告审验。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2、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一 生猪养殖项目

1

禄丰美神邓家湾存栏一万头基础母猪苗猪项目

18,262.77 15,000.00

2

禄丰美神姬公庙村存栏一万头基础母猪苗猪项目

18,709.27 15,000.00

3

禄丰美神平掌存栏

7,800

头基础母猪苗猪项目

14,845.72 13,000.00

4

禄丰美神九龙山存栏

5,100

头基础母猪苗猪养殖项目

10,445.88 9,000.00

5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洛门镇邓湾项目

25,191.00 22,000.00

6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沿安草滩项目

14,845.73 13,000.00

7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榆盘马寨项目

14,845.73 13,000.00

二 饲料生产项目

8

武山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年产

42

万吨高科技生物饲料产

销研一体化基地建设项目

24,000.00 15,000.00

9

重庆湘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动物营养生物饲料研产销基地建

设项目

15,000.28 10,000.00

三 其他项目

10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计

186,146.38 155,000.00

3、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

（1）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截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后，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301,531,197.10 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以自筹资金预先

支付金额

置换金额

一 生猪养殖项目

1

禄丰美神邓家湾存栏一万头基础母猪苗猪项目

767,014.95 767,014.95

2

禄丰美神姬公庙村存栏一万头基础母猪苗猪项目

82,457,151.77 82,457,151.77

3

禄丰美神平掌存栏

7,800

头基础母猪苗猪项目

749,000.00 749,000.00

4

禄丰美神九龙山存栏

5,100

头基础母猪苗猪养殖项目

41,166,883.70 41,166,883.70

5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洛门镇邓湾项目

63,219,855.39 63,219,855.39

6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沿安草滩项目

16,425,901.00 16,425,901.00

7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榆盘马寨项目

22,674,817.50 22,674,817.50

二 饲料生产项目

8

武山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年产

42

万吨高科技生物饲料产

销研一体化基地建设项目

29,433,316.70 29,433,316.70

9

重庆湘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动物营养生物饲料研产销基地建

设项目

44,637,256.09 44,637,256.09

三 其他项目

10

补充流动资金

合 计

301,531,197.10 301,531,197.10

根据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根

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

置换。

本次拟置换金额与上述文件中的内容一致。

（2）以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截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止，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金额为人民币 680,000.00 元。具

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费用类型 以自有资金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1

律师费用

280,000.00 280,000.00

2

会计师费用

400,000.00 400,000.00

合计

680,000.00 680,000.00

上述置换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21]� 9208 号）。

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项目实际建设的需要，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的发行费用，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投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的发行费

用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专项鉴证报告》。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

意《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为了保证募投项目的正常进

度需要，符合公司的发展利益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及已支付的发行费用：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置换资金总额为 301,531,197.10 元；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680,000 元，以上置换金额合计为 302,211,197.1 元。

（三）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

行了专项审核，出具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

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21]� 9208 号），鉴证意见为：唐人神管理层编制的截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止的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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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的

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唐人神截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审核

报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不超过 6 个月，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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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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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事项无异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鉴证报告》（天

职业字[2021]� 9208 号）；

5、《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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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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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唐人神” ）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发信担” ）拟为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和美” ）及其各级子公司合作的禽类养殖户或饲料经销商（以下简称“担保对象” ）

在银行的贷款提供不超过 8,000 万元的担保，担保贷款仅限用于向山东和美购买饲料。

2、山东和美拟与农发信担签署《合作协议》，山东和美对上述担保事项涉及的担保对象到期未履

行的银行债务（包括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向农发信担承担 60%责任（即不超过 4,800 万元）；合作期

限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山东和美对农发信担提供的上述担保事项不

属于关联交易，该事项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785036248R

4、法定代表人：刘以林

5、注册资本：13,000 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6 年 01 月 20 日

7、住所：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城大济路 8 号和美产业园

8、经营范围：肉鸭养殖；配合饲料（畜禽、水产、幼畜禽、种畜禽）；浓缩饲料（畜禽、水产、幼畜禽、

种畜禽）生产销售；维生素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反刍动物）；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反刍

动物）；复合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反刍动物）生产销售；粮食收购；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饲料加工、

销售；生产销售消毒剂（固体）/ 杀虫剂（固体）、非氯消毒剂（液体）/ 杀虫剂（液体）、粉剂 / 预混剂 /

散剂颗粒剂片剂、口服溶液剂；水产品、禽肉制品加工、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生物饲料研

发，饲料及饲料原料销售（不含粮食）；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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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财务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2021

年

1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1,088,303,438.22 1,156,823,786.08

总负债

565,665,438.82 631,272,471.71

净资产

522,637,999.40 525,551,314.37

项目

2020

年

1

月

-12

月

（

未经审计

）

2021

年

1

月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7,134,103,888.91 568,761,955.96

净利润

65,932,563.39 2,913,314.97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MA3MFYAHXH

4、法定代表人：魏华祥

5、注册资本：360,000 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14 日

7、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127 号

8、经营范围：借款担保，债券发行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

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

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按照监管规定，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受托投资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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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4,996,660,183.25 元，负债总额为 839,598,589.96 元，净资产为

4,157,061,593.29 元。2021 年 1 月实现收入 26,170,985.61 元， 净利润 7,910,973.12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四、合作模式及风险控制措施

1、农发信担为山东和美及其各级子公司合作的禽类养殖户或饲料经销商在银行的贷款提供不超

过 8,000 万元的担保，山东和美对担保对象到期未履行的银行债务（包括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向农

发信担承担 60%责任（即不超过 4,800 万元）。

2、担保对象仅为与山东和美合作经营稳定的禽类养殖户或饲料经销商。

3、担保对象获得贷款后仅限用于向山东和美购买饲料。

4、为有效防控风险，山东和美要求养殖户提供全额反担保，反担保的形式依据养殖户实际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保证担保、房产棚舍抵押担保等，同时有条件的地方在有权部门实现担保登记确

认；要求饲料经销商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形式依据经销商实际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保证担保、

房产、车辆、棚舍抵押担保等。

5、 控制担保额度比例： 农发信担对担保对象提供总担保额度不超过 8000 万元， 单户担保额度

10-300 万元，其中：肉鸭养殖类养殖户担保额度：单批次养殖规模×13 元；肉鸡养殖类养殖户担保额

度：单批次养殖规模×10 元；饲料经销商类担保额度：上年度从山东和美采购饲料金额×10%。

五、董事会意见

此次农发信担为山东和美及其各级子公司合作的禽类养殖户或饲料经销商在银行的贷款提供担

保，山东和美承担 60%的分险责任，有利于进一步拉动公司饲料等销量，扩大公司产业规模。担保对象

向山东和美提供反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农发信担为山东和美及其各级子公司合作的禽类养殖户或饲料经销商在银行的

贷款提供担保，山东和美承担 60%的分险责任涉及的担保事项，能有效解决产业链内养殖户、经销商的

直接资金需求，担保对象获得担保贷款后予以封闭使用，仅用于购买公司的饲料，有利于巩固落实公

司产业链布局，促进公司饲料等产业协同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决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关于

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子公司山东和美对外提供担保能有效解决公司产业链内养殖户的直

接资金需求，担保对象获得担保贷款后予以封闭使用，仅用于购买公司的饲料等商品，有利于巩固落

实公司产业链布局，促进公司饲料等产业协同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决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含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已审批的有效额度为

634,183.42 万元（含本次新增担保），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90.69%；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

保余额为 55,469.42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6.68%；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已审批的有效

额度为 534,72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60.79%；公司及子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 6,693

万元， 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01%， 为子公司湖南大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对外逾期担

保，大农担保对担保业务已提取相应风险储备金、保证金等，基本覆盖逾期担保金额，担保风险基本可

控。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567� � �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1-042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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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唐人神”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125,000 万元分别向全资子公司禄丰美神养殖有限公司、 武山美神养殖有限公司、

武山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重庆湘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具体情况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3376 号）核准，截至 2021 年 2� 月 8 日止，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49,999,926.8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

用、 审计及验资费用、 律师费用、 信息披露费用等其他发行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513,969,

928.41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全部到位，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出具的天职业字 [2021]5256 号验证报告审验。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一 生猪养殖项目

1

禄丰美神邓家湾存栏一万头基础母猪苗猪项目

18,262.77 15,000.00

2

禄丰美神姬公庙村存栏一万头基础母猪苗猪项目

18,709.27 15,000.00

3

禄丰美神平掌存栏

7,800

头基础母猪苗猪项目

14,845.72 13,000.00

4

禄丰美神九龙山存栏

5,100

头基础母猪苗猪养殖项目

10,445.88 9,000.00

5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洛门镇邓湾项目

25,191.00 22,000.00

6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沿安草滩项目

14,845.73 13,000.00

7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榆盘马寨项目

14,845.73 13,000.00

二 饲料生产项目

8

武山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年产

42

万吨高科技生物饲料产

销研一体化基地建设项目

24,000.00 15,000.00

9

重庆湘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动物营养生物饲料研产销基地建

设项目

15,000.28 10,000.00

三 其他项目

10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计

186,146.38 155,000.00

（二）其中，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的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资

实施主体

拟投入募集

资金

一 生猪养殖项目

1

禄丰美神邓家湾存栏一万头基础母猪苗猪

项目

18,262.77

禄丰美神养殖有限公司

15,000.00

2

禄丰美神姬公庙村存栏一万头基础母猪苗

猪项目

18,709.27 15,000.00

3

禄丰美神平掌存栏

7,800

头基础母猪苗猪

项目

14,845.72 13,000.00

4

禄丰美神九龙山存栏

5,100

头基础母猪苗

猪养殖项目

10,445.88 9,000.00

5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

洛门镇邓湾项目

25,191.00

武山美神养殖有限公司

22,000.00

6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

沿安草滩项目

14,845.73 13,000.00

7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

榆盘马寨项目

14,845.73 13,000.00

二 饲料生产项目

8

武山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年产

42

万吨

高科技生物饲料产销研一体化基地建设项

目

24,000.00

武山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

司

15,000.00

9

重庆湘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动物营养生物

饲料研产销基地建设项目

15,000.28

重庆湘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00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

金

可用募集资金

净额

借款金额 实施主体

1

禄丰美神邓家湾存栏

一万头基础母猪苗猪

项目

18,262.77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禄丰美神养

殖有限公司

2

禄丰美神姬公庙村存

栏一万头基础母猪苗

猪项目

18,709.27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3

禄丰美神平掌存栏

7,

800

头 基础 母猪 苗 猪

项目

14,845.72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4

禄丰美神九龙山存栏

5,100

头 基 础 母 猪 苗

猪养殖项目

10,445.88 9,000.00 9,000.00 9,000.00

5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

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

洛门镇邓湾项目

25,191.00 22,000.00 22,000.00 22,000.00

武山美神养

殖有限公司

6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

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

沿安草滩项目

14,845.73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7

武山美神生猪绿色养

殖全产业链一期养殖

榆盘马寨项目

14,845.73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8

武山湘大骆驼饲料有

限 公 司 年 产

42

万 吨

高科技生物饲料产销

研一体化基地建设项

目

24,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武 山 湘 大 骆

驼 饲 料 有 限

公司

9

重庆湘大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动物营养生物

饲料研产销基地建设

项目

15,000.28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重 庆 湘 大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合计

125,000 125,000 125,000 -

为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125,000 万元分别向全资子公司禄丰美神养殖有限公司、武

山美神养殖有限公司、武山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重庆湘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

投项目。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展及资金需求，在上述借款金额范围内向作为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的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借款期限为自实际借款之日起 3 年，本次借款为无息借款，根据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到期后可续借，也可提前偿还。本次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负责上述借款事项相关手续办理及后续管理工作。

四、借款人基本情况

（一）禄丰美神养殖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331MA6P4F3X2T

3、住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和平镇和平政府内

4、法定代表人：龙军华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11 日

7、经营范围：牲畜的饲养、批发；农副产品的收购、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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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79,935,721.12 元，负债总额为 170,589,858.14 元，净资产为 9,

345,862.98 元。2021 年 1 月实现收入 0 元，净利润 -264,011.68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武山美神养殖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524MA71RHND74

3、住所：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洛门镇邓湾村

4、法定代表人：陈锋剑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22 日

7、经营范围：生猪的饲养销售，农副产品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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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43,113,960.36 元，负债总额为 135,243,074.35 元，净资产为 7,

870,886.01 元。2021 年 1 月实现收入 0 元，净利润 -578,345.18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武山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524MA74NNLD1T

3、住所：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周永红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12 日

7、经营范围：饲料生产、销售及农副产品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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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50,348,254.20 元，负债总额为 40,351,809.70 元，净资产为 9,

996,444.50 元。2021 年 1 月实现收入 0 元，净利润 0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重庆湘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1MA60UK9T0C

3、住所：重庆市秀山县乌杨街道工业园区两园大道 Ga20-3

4、法定代表人：周永红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20 年 04 月 21 日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饲料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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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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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46,320,693.90 元，负债总额为 36,320,693.90 元，净资产为 10,

000,000.00 元。2021 年 1 月实现收入 0 元，净利润 0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借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募集资

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况，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从而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本次

募集资金投入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本次提供借款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向其提供借款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

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禄丰美神养殖有限公司、武山美神养殖有限公司、武山湘大骆驼饲

料有限公司、重庆湘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

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

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125,000 万元分别向全资子公司禄丰美神养殖

有限公司、武山美神养殖有限公司、武山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重庆湘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

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唐人神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的事项经公司董事

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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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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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 保荐机构对唐人神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

投项目无异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567� � �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1-04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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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唐人神”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15,231.01 万元（以实际借款时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准）向全资子公司佛山高明区

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2560�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面值 1,242,

800,000 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 100.00�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242,8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资信评级费用、信息披露

费用等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215,389,600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全部到

位，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天职业字 [2020]456 号验

证报告审验。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一 新建养殖项目

1

湖南花垣县年出栏

30

万头瘦肉型苗猪

、

10

万头湘西

黑猪苗猪养殖项目

21,000.00 12,000.00

2

河南南乐县年出栏

30

万头良种苗猪养殖项目

15,000.00 9,000.00

3

甘肃天水市存栏

3,600

头基础母猪核心原种场项目

15,000.00 10,000.00

二 新建饲料生产项目

4

湖北武汉市年产

15

万吨特种水产膨化料项目

20,000.00 15,500.00

5

广东清远市年产

24

万吨动物营养核心添加剂研产

销一体化基地

20,000.00 12,000.00

6

广西钦州市年产

24

万吨高科技生物饲料生产线

12,500.00 8,000.00

7

湖南株洲市年产

24

万吨动物营养核心料研产销一

体化基地

20,000.00 12,000.00

三 新建中央厨房项目

8

湖南株洲市现代食品加工中央厨房一期建设项目

30,000.00 15,000.00

四 其他项目

9

补充流动资金

30,780.00 30,780.00

合计

184,280.00 124,280.00

注：合计数据尾数因四舍五入原因，与相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湖南株洲市现代食品加工中央厨房一期建设项目” ，并进行募集资

金变更，将上述募投项目募集资金 15,231.01 万元（包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

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用于“佛山高明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生猪养殖项目” 。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

金

可用募集资金

净额

借款金额 实施主体

1

佛山高 明区 温氏 畜

牧有限 公司 生猪 养

殖项目

15,000.00 15,231.01 15,231.01

15,231.01

（

以实

际借款时募集

资金账户余额

为准

）

佛 山 高 明 区

温 氏 畜 牧 有

限公司

合计

15,000.00 15,231.01 15,231.01 15,231.01 -

为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15,231.01 万元（以实际借款时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准）向全

资子公司佛山高明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建设进展及资金需求，在上述借款金额范围内向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借

款期限为自实际借款之日起 3 年，本次借款为无息借款，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到期

后可续借，也可提前偿还。本次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董事会授权公司经

营层全权负责上述借款事项相关手续办理及后续管理工作。

四、借款人佛山高明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8MA5448Y18T

3、住所：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工业大道 566 号办公楼 102（仅作办公场所使用，住所申报）

4、法定代表人：龙军华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27 日

7、经营范围：原种猪、猪苗、肉猪、饲料及猪精液的生产和销售（由下属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肉猪产品的销售，水果、蔬菜、花卉的种植、收购、销售及其相关副产品销售（涉及前置审批的凭相关许

可证经营）；其它货物道路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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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0,984,740.73 元，负债总额为 2,614,000.00 元，净资产为 8,370,

740.73 元。2021 年 1 月实现收入 0 元，净利润 -18,880.28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借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募集资

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况，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从而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本次

募集资金投入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本次提供借款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向其提供借款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

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佛山高明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

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佛山高明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提供借

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唐人神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的事项经公司董事

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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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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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 保荐机构对唐人神本次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无

异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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