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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 2012[855]号）核准，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现已更名为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采用公开

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0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23.90 元。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00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

额 525,800,000.00 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8月 30 日扣除承销费、

保荐费后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实到资金 496,008,800.00 元，含退回公司以前预付

的 1,000,000.00 元）。已到账的募集资金扣除承销及保荐费外的其他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7,684,025.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7,324,775.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2012]中磊验 A字第 0023 文号的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85,386,612.46 元，其中 2012 年度募集

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为 2,969,190.34 元；2013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

153,802,463.09 元，2014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 182,145,032.85 元，2015 年度募

集资金投入金额合计 114,399,509.10 元，2016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

32,070,417.08 元，均为经有关程序批准投资的项目。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为 32,500,946.37 元（包括了募集资金账户的利息收入和手续费支出）。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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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了《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管理办法》于 2011 年 3 月 2 日经本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时公司在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城北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沿海支行、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分行（以下统称“开户银行”）开立 5 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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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公告》。 

2014 年 2月 10 日，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并追加使用自有资金实施佛山更合镇年产 18 万吨水产饲料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建设“佛山更合镇年产 18 万吨水产饲料项目”，项目投资总额

为 14,708.00 万元，其中一期建设投资约为 8,150.00 万元，包括使用超募资金账户 6,750.00 

万元进行投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的规定，全资子公司佛山百洋饲料有限公司、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在开户银行桂林银行南

宁分行开设了 1 个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设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6个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留存的募集资金余额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账户类别 银行账号 项目未用金额 

桂林银行南宁分行 募集资金专户 660200018783400010 3,788,062.78 

桂林银行南宁分行 募集资金专户 660200038043100010 16,257,740.07 

中国农行银行南宁市沿海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20029401040008333 35,590.97 

兴业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552040100100045870  12,121,261.83  

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高新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800071603888880  288,766.56  

中国民生银行深圳东门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1816014170007839  9,524.16  

合计    32,500,946.37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各募集资金专户未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总计为  

32,500,946.37 元，其中：桂林银行南宁分行 400010 专户未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3,788,062.78

元；桂林银行南宁分行 100010 专户未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16,257,740.07 元；中国农业银行

南宁沿海支行专户未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35,590.97 元；兴业银行南宁高新支行专户未用募

集资金的金额为 12,121,261.83元；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高新支行专户未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288,766.56 元；中国民生银行深圳东门支行专户未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9,524.16 元，上述募

集资金总余额为 32,500,946.37元，与实际未使用的资金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

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在支取和使用募集资金时，履行了相应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2-09-28/61616642.PDF?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2-09-28/61616642.PDF?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2-09-28/61616642.PDF?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2-09-28/61616642.PDF?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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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和审批程序，并按规定通知保荐机构，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未存在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情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之情况说明 

总部研发基地建设为非生产性项目，项目主要为公司检测及研发提供技术支撑，项目的实

施有利于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增加新产品开发，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原因 

（1）2013年6月17日，经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北流水

产饲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追加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明阳水产饲料加工项目的议案》，一致

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北流水产饲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实施北流水产饲料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在使用原项目募集资金8,850.00万元的基础上追加使用超募资金5,311.60万元，改为实施

明阳年产22万吨水产饲料加工项目，原因如下：  

① 公司在南宁、钦州、北海和防城港等北部湾地区具有较好的水产饲料客户基础，而公

司饲料分公司现有水产饲料的产能利用已经达到饱和，为了满足市场和客户不断扩大的需求，

公司有必要在南宁近郊的明阳工业园区进一步扩大产能，从而保证公司水产饲料业务板块的持

续增长。 

② 公司作出实施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决策是在2010年，而近年来广西辖内的道路交通

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实施明阳水产饲料项目，在保持公司现有优势区域产能进一步扩大的同时，

同样能够辐射到玉林北流等地区，同时还可以更好地开拓百色地区和云南地区的水产饲料市

场。 

③ 原项目设计产能较低，而新项目的实施，能够更好地体现规模效益，降低饲料大宗原

料的采购成本，同时基于公司的现有条件，能够更好地对饲料业务板块进行集约化管理。综上，

实施明阳水产饲料项目比继续实施北流水产饲料项目对公司更为有利，而因此公司终止实施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同时追加使用超募资金实施明阳水产饲料项目。  

（2）提前终止实施乐业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原因如下：  

① 公司发展养殖基地除了为自身提供原料鱼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发挥示范作用，辐射和

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标准化养殖，扩大公司原料鱼的长期供应来源。经过公司培训、示范、引导、

带动和地方政府扶持，项目周边农户已经意识到渔业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广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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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已经接受并开始规模化地进行网箱养殖。该区域除公司已有的折合2000多个标准网箱的养殖

能力外，周边养殖农户也已建成8000多个网箱进行规范化的标准养殖，公司加农户的网箱总数

已经突破10000个。公司已经达到了开发和带动该水域渔业发展从而为公司持续提供合格原料

鱼的目的。 

② 同时，从环境保护和管理成本的方面考虑，虽然项目所在地不属于集中式饮用水源保

护区，但考虑到水体的承载能力，公司如继续增加网箱养殖，必须在该流域内进一步分散布局，

从而会加大公司的管理跨度和难度，增加公司养殖的经营管理成本。而正是由于分散布局的要

求，农户的养殖模式比公司养殖更为有利。此外，当地农户在经营养殖场的同时，还可以兼顾

农业种植和其他产业，具有的人工成本和管理费用低的优势，农户养殖还无需缴纳税金和社保

等费用，在集中养殖难以继续扩大且分散养殖公司经营成本高于农户养殖的情况下，通过“公

司+农户”的成熟模式，公司把精力投入到养殖技术培训、质量安全监管、产品回收加工上来，

大力发展农户进行标准化养殖，更有利于实现公司扩大原料来源的目标和地方政府实现农户增

收致富的目标，实现公司和农户的双赢。 综合以上客观情况，公司经过谨慎考虑，认为已经

没有必要继续实施原项目的后续建设，为了保障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公司决定提前终止乐业

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募投项目的实施。 

（3）将乐业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剩余资金最终用于增资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成日鑫生物”）实施鱼粉鱼油加工项目原因如下：  

2015年3月31日，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乐业罗非鱼养殖基

地建设募投项目剩余资金中的5,100万元用于与烟台同德食品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烟台荣冠食品

有限公司（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51%），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但由于其后冷冻鱿鱼加

工市场情况发生变化，2015年8月6日，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变更“投资设立烟

台荣冠食品有限公司”项目，使用原计划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的募集资金5,100万元、

提前终止的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尚剩余资金819万元、超募资金504万元以及

自有资金241.8万元，以现金方式对荣成日鑫生物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为人民币6,664.80万元。

变更原因为： 

1）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主要依赖境外的原料来源，面临着原料价格波动、业务市

场开拓不确定性的风险。近年来鱿鱼市场价格波动大，价格较以往更难把控，加之新建工厂办

理相关证照和出口资质的周期长，公司与烟台同德食品有限公司根据现在的情况判断，均认为

原项目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益，故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原项目。 

2）变更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资取得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改为

实施鱼粉、鱼油加工项目，预计比原项目的具有更好的前景： 

①鱼粉、鱼油业务的下游是饲料工业，饲料行业对鱼粉、鱼油的需求量巨大，鱼粉、鱼油

业务的毛利率也远高于冷冻鱿鱼加工业务。荣成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渔港之一和我国鱼粉加工业

务的原料集散地，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②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鱼粉、鱼油加工项目新工厂在增资前已基本建成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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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产，并且在公司增资前已经取得了《环保许可证》和《生产许可证》等资质文件，增资取得

其控股权，能够缩短项目投资周期，较快体现项目效益。 

③ 原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拟合资方烟台同德未作业绩承诺，而新项目合资方（即荣成

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前股东）荣成市日鑫水产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汤日山承

诺，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未来三年（即2015年-2017年）的累

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总额不低于3,000万元。如达不到上述承诺业绩时，不足部分

由其在第四年上半年以现金方式向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补足，因此实施新项目比

原项目对公司更为有利。 

④公司鱼粉、鱼油加工业务是公司原有成熟业务，公司2014年投资设立荣成海庆海洋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鱼粉鱼油加工项目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公司进一步发展鱼粉、鱼油

加工业务，以此把握饲料产业的前端资源，努力实现原有产业链的前向延伸，有利于进一步夯

实和完善公司的整体产业链，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 

3）公司2015年上半年对公司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梳理，即在完善和夯实原有业务的基础

上，积极向大健康、大消费领域拓展。由于鱿鱼原料主要来自境外，冷冻鱿鱼加工出口业务的

经营模式和公司原有水产产业链经营模式有较大差异，因此公司上述战略方向的调整也是拟终

止实施原项目的原因。 

    2、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基本情况 

（1）公司终止北流年产12万吨饲料加工项目,变更为实施明阳年产22万吨饲料加工项目,

投资额在原项目资金8,850.00万元基础上增加超募资金5,311.60万元,实为14,161.60万元。新

项目建设用地位于广西南宁近郊的明阳工业区内，占地面积约100.68亩，该地块为公司通过参

与南宁市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取得，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2,718.40

万元，支付国有土地出让款项。不包含上述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的土地使用权购置款项，明

阳水产饲料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总投资人民币14,161.6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工程费

4,763.33万元，设备购置安装费6,633.81万元，流动资金和其他支出2,764.46万元。项目建设

期为2年，建设生产线9条，各类水产饲料年生产能力总计为22万吨。该项目已于2015年4月全

面投产。 

（2）提前终止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最终变更为增资荣成日鑫生物实施鱼粉鱼

油加工项目：截至目前，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累计支出 2,410.2 万元，占原计划投

入总金额的 31.06%，项目的一期工程已完成，公司已经利用建成的网箱购进了罗非鱼苗、草

鱼苗等及水产饲料从事养殖业务，不再扩大养殖的规模。2015 年 8 月 6日，公司 2015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将所剩资金改为对荣成日鑫生物进行增资，取得其 51%股权，实施鱼粉鱼

油加工项目。荣成日鑫生物是一家以鱼粉、鱼油为主要生产项目的企业，该项目符合《荣成市

鱼粉行业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荣政办【2013】20 号）要求，已通过环评验收取得了荣

成市环境保护局石岛分局颁发的《环保许可证》，并取得了山东省畜牧兽医局颁发的《饲料生

产许可证》（产品品种：虾粉、鱼粉、鱼溶浆、鱼油）。项目建设地位于山东省荣成市，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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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石岛、烟威、连青石渔场，是多种鱼虾洄游的必经之路，水产资源十分丰富，是我国最大的

鱼粉生产基地。项目建设鱼粉、鱼油生产线两条，年鱼粉生产能力为 35,000 吨、精炼鱼油生

产能力为 5,000 吨。本投资项目的实施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集团鱼粉产业规模，提升整体盈利

水平，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业链，是公司向饲料产业链前端布局的战略安排。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3。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总部研发基地建设为非生产性项目，项目主要为公司检测及研发提供技术支撑，项目的实

施有利于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增加新产品开发，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无。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内无。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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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8,732.48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07.0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538.6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76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0.3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公司根据市场竞争和经营需要，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投资项目和股东大会批准变更的项目实施募投项目建设，并经过有关审批程序使用超募资金。截截

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85,386,612.46 元，其中 2012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为 2,969,190.34 元；2013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

投入金额合计 153,802,463.09 元，2014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 182,145,032.85 元，2015 年度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合计 114,399,509.10 元，2016 年

上半年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 32,070,417.08 元，均为经有关程序批准投资的项目。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2,500,946.37 元（包

括了募集资金账户的利息收入和手续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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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1)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北流年产 1.54 万吨水

产食品加工厂建设项

目 

否 10,780 10,780 14.08 9,985.55 92.63% 2014 年 5 月 1 日 -167.24 否 否 

总部研发基地建设项

目 
否 2,598 2,598 133.05 2,736.98 105.35% 2016 年 1 月 31 日  - 否 

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

地建设项目 
是 7,760 2,410.20 0 2,410.20 100.00% 2014 年 3 月 31 日 140.26 是 是 

对荣成市日鑫海洋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 

是  5,919 0 5,919 100.00% 2015 年 8 月 31 日 102.23 是 否 

北流年产 12 万吨水

产饲料加工项目 
是 8,850 0 0 0    - 是 

明阳年产 22 万吨水

产饲料加工项目 
是  14,161.60 138.24 14,342.41 101.28% 2015 年 4 月 1 日 649.57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9,988.00 35,868.80 285.37 35,394.14 -- -- 724.82 -- -- 

超募资金投向 

收购海南鱼宝饲料有

限公司 
否 3,330 3,330 0 3,330 100.00% 2013 年 3 月 31 日 453.89 是 否 

佛山更合镇年产 18

万吨水产饲料项目 
否 6,750 6,750 2922.02 5425.51 80.38% 2016年 10月 31日 - - 否 

明阳年产 22 万吨水

产饲料加工项目 
是 5,311.60 0 0 0  2015 年 4 月 1 日    

对荣成市日鑫海洋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 

是 504 504 0 504 100.00% 2015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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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3,885 3,885 0 3,885 100.00%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0 0 0 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19,780.60 14,469.00 2,922.02 13,144.51 -- -- 453.89 -- -- 

合计 -- 49,768.60 50,337.80 3,207.39 48,538.65 -- -- 1,178.71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北流年产 1.54 万吨水产食品加工厂建设项目：生产产能释放不充分，人工成本不断增加、固定费用较高，影响了

公司业绩。同时，新建公司在高端资质认证和品牌声誉建设方面还需要一个过程，加之上半年为罗非鱼加工淡季，

导致报告期内业绩未达预期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终止实施北流水产饲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使用原项目募集资金 8,850.00 万元的基础上追加使用超募资金

5,311.60 万元，改为实施明阳年产 22 万吨水产饲料加工项目，原因如下：（1）公司在南宁、钦州、北海和防城港

等北部湾地区具有较好的水产饲料客户基础，而公司饲料分公司现有水产饲料的产能利用已经达到饱和，为了满

足市场和客户不断扩大的需求，公司有必要在南宁近郊的明阳工业园区进一步扩大产能，从而保证公司水产饲料

业务板块的持续增长。（2）公司作出实施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决策是在 2010 年，而近年来广西辖内的道路交

通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实施明阳水产饲料项目，在保持公司现有优势区域产能进一步扩大的同时，同样能够辐射

到玉林北流等地区，同时还可以更好地开拓百色地区和云南地区的水产饲料市场。（3）原项目设计产能较低，而

新项目的实施，能够更好地体现规模效益，降低饲料大宗原料的采购成本，同时基于公司的现有条件，能够更好

地对饲料业务板块进行集约化管理。综上，实施明阳水产饲料项目比继续实施北流水产饲料项目对公司更为有利，

而因此公司拟终止实施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同时追加使用超募资金实施明阳水产饲料项目。  

2、提前终止实施乐业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原因如下： （1）公司发展养殖基地除了为自身提供原料鱼

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发挥示范作用，辐射和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标准化养殖，扩大公司原料鱼的长期供应来源。经

过公司培训、示范、引导、带动和地方政府扶持，项目周边农户已经意识到渔业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广大农户已经接受并开始规模化地进行网箱养殖。目前该区域除公司已有的折合 2000多个标准网箱的养殖能力外，

周边养殖农户也已建成 8000 多个网箱进行规范化的标准养殖，公司加农户的网箱总数已经突破 10000 个。公司已

经达到了开发和带动该水域渔业发展从而为公司持续提供合格原料鱼的目的。（2）同时，从环境保护和管理成本

的方面考虑，虽然项目所在地不属于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但考虑到水体的承载能力，公司如继续增加网箱养

殖，必须在该流域内进一步分散布局，从而会加大公司的管理跨度和难度，增加公司养殖的经营管理成本。而正

是由于分散布局的要求，农户的养殖模式比公司养殖更为有利。此外，当地农户在经营养殖场的同时，还可以兼

顾农业种植和其他产业，具有的人工成本和管理费用低的优势，农户养殖还无需缴纳税金和社保等费用，在集中

养殖难以继续扩大且分散养殖公司经营成本高于农户养殖的情况下，通过“公司+农户”的成熟模式，公司把精力

投入到养殖技术培训、质量安全监管、产品回收加工上来，大力发展农户进行标准化养殖，更有利于实现公司扩

大原料来源的目标和地方政府实现农户增收致富的目标，实现公司和农户的双赢。 综合以上客观情况，公司经过

谨慎考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实施原项目的后续建设，为了保障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公司决定提前终止乐

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募投项目的实施。 

3、将乐业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剩余资金最终用于增资荣成日鑫生物实施鱼粉鱼油加工项目原因如下：

2015 年 3 月 31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乐业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剩余

资金中的 5,100 万元用于与烟台同德食品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烟台荣冠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 51%），

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但由于其后冷冻鱿鱼加工市场情况发生变化，2015 年 8 月 6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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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变更“投资设立烟台荣冠食品有限公司”项目，使用原计划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的募集

资金 5,100 万元、提前终止的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尚剩余资金 819 万元、超募资金 504 万元以及

自有资金 241.8 万元，以现金方式对荣成日鑫生物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为人民币 6,664.80 万元。变更原因为：（1）

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主要依赖境外的原料来源，面临着原料价格波动、业务市场开拓不确定性的风险。近

年来鱿鱼市场价格波动大，价格较以往更难把控，加之新建工厂办理相关证照和出口资质的周期长，公司与烟台

同德食品有限公司根据现在的情况判断，均预计原项目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益，故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原项目。（2）

变更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资取得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改为实施鱼粉、鱼油加工项目，

预计比原项目的具有更好的前景：①鱼粉、鱼油业务的下游是饲料工业，饲料行业对鱼粉、鱼油的需求量巨大，

鱼粉、鱼油业务的毛利率也远高于冷冻鱿鱼加工业务。荣成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渔港之一和我国鱼粉加工业务的原

料集散地，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②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鱼粉、鱼油加工项目新工厂在

增资前已基本建成即将投产，并且在公司增资前已经取得了《环保许可证》和《生产许可证》等资质文件，增资

取得其控股权，能够缩短项目投资周期，较快体现项目效益。③ 原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拟合资方烟台同德未作

业绩承诺，而新项目合资方（即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前股东）荣成市日鑫水产有限公司及实际

控制人汤日山承诺，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未来三年（即 2015 年-2017 年）的累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如达不到上述承诺业绩时，不足部分由其在第四年上半年以

现金方式向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补足，因此实施新项目比原项目对公司更为有利。④公司鱼粉、鱼

油加工业务是公司原有成熟业务，公司 2014 年投资设立荣成海庆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鱼粉鱼油加工项目

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公司进一步发展鱼粉、鱼油加工业务，以此把握饲料产业的前端资源，努力实现原有

产业链的前向延伸，有利于进一步夯实和完善公司的整体产业链，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3）公司 2015 年上半

年对公司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梳理，即在完善和夯实原有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向大健康、大消费领域拓展。由于

鱿鱼原料主要来自境外，冷冻鱿鱼加工出口业务的经营模式和公司原有水产产业链经营模式有较大差异，因此公

司上述战略方向的调整也是拟终止实施原项目的原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48,732.48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为 18,744.48 万元。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

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1、2013 年 3 月 15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53 次会议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330.00 万元收购海南鱼宝饲料有

限公司主要经营资产，该资产收购已经完成。  

2、2013 年 6 月 17 日，经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北流水产饲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并追加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明阳水产饲料加工项目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北流水产饲料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在使用原项目募集资金 8,850.00 万元的基础上追加使用超募资金 5,311.60 万元，改为实施明阳年产 22 万

吨水产饲料加工项目。  

3、2013 年 11 月 12 日，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

用于归还其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885.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公司增资，

用于归还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的借款人民币 3,885.00 万元。  

4、2014 年 2 月 10 日，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并追加使用自

有资金实施佛山更合镇年产 18 万吨水产饲料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建设“佛山更

合镇年产 18 万吨水产饲料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为 14,708.00 万元，其中一期建设投资约为 8,150.00 万元，包括使

用超募资金 6,750.00 万元进行投资。  

5、2015 年 8 月 6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变更“投资设立烟台荣冠食品有限公司”项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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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计划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的募集资金 5,100 万元、提前终止的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尚剩

余资金 819 万元、超募资金 504 万元以及自有资金 241.8 万元，以现金方式对荣成日鑫生物进行增资实施鱼粉鱼油

加工项目，增资总额为人民币 6,664.80 万元。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包括超募资金及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在内，未确定用途的超募资金余额为 872,062.78 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发生 

2013 年 6 月 17 日，经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北流水产饲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

追加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明阳水产饲料加工项目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北流水产饲料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在使用原项目募集资金 8,850.00 万元的基础上追加使用超募资金 5,311.60 万元，改为实施明阳年产 22 万吨

水产饲料加工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发生 

2014 年 6 月 24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终止实施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募投

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提前终止实施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募投项目。2015 年 3 月 31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乐业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剩余资金中的 5,100 万元用于与烟台同德食品

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烟台荣冠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 51%），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但由于其

后冷冻鱿鱼加工市场情况发生变化，2015 年 8 月 6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变更“投资设立烟台

荣冠食品有限公司”项目，使用原计划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的募集资金 5,100 万元、提前终止的乐业县罗非

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尚剩余资金 819 万元、超募资金 504 万元以及自有资金 241.8 万元，以现金方式对荣成

日鑫生物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为人民币 6,664.80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适用 

北流年产 1.54 万吨水产食品加工厂建设项目已于 2014 年 5 月中旬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开始投产，

截止本报告期末，项目累计支付 9,985.55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尚有未到付款期限的款项 165.05 万元，预计项目最

终节余的募集资金为 1,047.01 万元。形成节余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先期投入的项目用地资金 520.40 万元未使用募集

资金进行置换，同时项目建设过程中募集资金获得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所致。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募投项目建设及其他经批准的用途，继续存放于本公司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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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入

金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明阳年产 22 万吨

水产饲料加工项目 

北流年产 12 万

吨水产饲料加

工项目 

14161.6 14,161.60 138.24 14,342.41 101.28% 2015 年 4 月 1 日 649.57 是 否 

对荣成市日鑫海洋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增资 

乐业县罗非鱼

养殖基地建设

项目 

5,919 5,919 0 5,919 100.00% 2015 年 8 月 31 日 102.23 是 否 

合 计  20,080.60 20,080.60 138.24 20,261.41   751.80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明阳年产 22 万吨水产饲料加工项目： 

1）公司在南宁、钦州、北海和防城港等北部湾地区具有较好的水产饲料客户基础，而公司饲料分公

司现有水产饲料的产能利用已经达到饱和，为了满足市场和客户不断扩大的需求，公司有必要在南宁

近郊的明阳工业园区进一步扩大产能，从而保证公司水产饲料业务板块的持续增长。    

2）公司作出实施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决策是在 2010 年，而最近几年广西辖内的道路交通条件得到

很大改善，实施明阳水产饲料项目，在保持公司现有优势区域产能进一步扩大的同时，同样能够辐射

到玉林北流等地区，同时还可以更好地开拓百色地区和云南地区的水产饲料市场。    

3）原项目设计产能较低，而新项目的实施，能够更好地体现规模效益，降低饲料大宗原料的采购成

本，同时基于公司的现有条件，能够更好地对饲料业务板块进行集约化管理。   综上，实施明阳水

产饲料项目比继续实施北流水产饲料项目对公司更为有利，而因此公司拟终止实施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同时追加使用超募资金实施明阳水产饲料项目。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3 年 6 月 27 日)通过变更北流水产

饲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追加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明阳水产饲料加戈项目的议案,同意终止实施北

流年产 12 万吨水产饲料加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使用原项目募集资金 8850 万元的基础上追加使用超

募资金 5311.60 万元,变更为实施明阳年产 22 万吨水产饲料加工项目。 

2、将乐业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剩余资金用途的变更原因： 

2015 年 3 月 31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乐业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

投项目剩余资金中的 5,100 万元用于与烟台同德食品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烟台荣冠食品有限公司（公司

所占股权比例为 51%），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以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开发罗非鱼以外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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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加工业务。其后由于冷冻鱿鱼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原因，公司和烟台同德食品有限公司均预计该项目

无法达到预期效益，双方均未最终出资。2015 年 8 月 6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变

更“投资设立烟台荣冠食品有限公司”项目，使用原计划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的募集资金 5,100

万元、提前终止的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尚剩余资金 819 万元、超募资金 504 万元以

及自有资金 241.8 万元，以现金方式对荣成日鑫生物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为人民币 6,664.80 万元。变更

原因为：（1）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主要依赖境外的原料来源，面临着原料价格波动、业务市

场开拓不确定性的风险。今年鱿鱼市场价格波动大，特别是近期价格较以往更难把控，加之新建工厂

办理相关证照和出口资质的周期长，公司与烟台同德食品有限公司根据现在的情况判断，均预计原项

目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益，故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原项目。（2）变更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资取得荣

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改为实施鱼粉、鱼油加工项目，预计比原项目的具有更好

的前景：①鱼粉、鱼油业务的下游是饲料工业，饲料行业对鱼粉、鱼油的需求量巨大，鱼粉、鱼油业

务的毛利率也远高于冷冻鱿鱼加工业务。荣成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渔港之一和我国鱼粉加工业务的原料

集散地，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②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鱼粉、鱼油加工项目

新工厂在增资前已基本建成即将投产，并且已经取得了《环保许可证》和《生产许可证》等资质文件，

增资取得其控股权，能够缩短项目投资周期，较快体现项目效益。③ 原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拟合

资方烟台同德未作业绩承诺，而新项目合资方（即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前股东）荣

成市日鑫水产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汤日山承诺，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

后，未来三年（即 2015 年-2017 年）的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如达

不到上述承诺业绩时，不足部分由其在第四年上半年以现金方式向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补足，因此实施新项目比原项目对公司更为有利。④公司鱼粉、鱼油加工业务是公司原有成熟业务，

公司 2014 年投资设立荣成海庆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鱼粉鱼油加工项目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公司进一步发展鱼粉、鱼油加工业务，以此把握饲料产业的前端资源，努力实现原有产业链的

前向延伸，有利于进一步夯实和完善公司的整体产业链，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3）公司 2015 年上

半年对公司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梳理，即在完善和夯实原有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向大健康、大消费领

域拓展。由于鱿鱼原料主要来自境外，冷冻鱿鱼加工出口业务的经营模式和公司原有水产产业链经营

模式有较大差异，因此公司上述战略方向的调整也是拟终止实施原项目的原因。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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