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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农”）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11］236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7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22.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74,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61,289,1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12,710,9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1

年3月2日全部到位，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出具了广会所验字【2011】第

09006040235号验资报告。 

2015年9月29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217号文”《关于核准广东温氏

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广东温氏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大华农（该项交易以下简称“吸收合

并”）。公司作为存续公司承接大华农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

务。大华农募集资金专户结余的资金相应由公司承接。 

（二）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 2017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加：累计到

账利息收入

扣除手续费

净额 

减：以前年度

已使用金 

额 

本年使用金额 

期末余额 
直接投入募

集资金项目 

补充流

动资金 

偿还银

行贷款 

1,412,710,900.00 134,054,286.80 1,078,349,068.09 66,070,807.82     402,345,310.89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累计直接投入项目运用的募集资金 964,419,875.91元（其中包括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93,000,039.41元），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00.00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144,419,875.91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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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345,310.89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52,345,310.89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尚未到期的

理财产品余额为350,000,000.00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

制度： 

1、2011年3月30日，大华农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大华农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兴科技园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兴县支行三家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经大华农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大华农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通过了《关于增资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用于募集资金建设项目

的议案》、《关于授权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的议案》，募投项目“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动物疫苗工程研发

中心技术改造项目”由大华农全资子公司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大华农”）

实施，该两个项目所需的资金16,000.00万元由大华农用募集资金对肇庆大华农进行投入。根据上

述议案，大华农、大华农全资子公司肇庆大华农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新区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新支行两家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3、2011年9月26日，大华农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大华农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兴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4、2011年10月25日，大华农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

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大华农拟使用超募资金2,860万元用于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大华农与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兴科技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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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协议》。 

        5、2012年1月13日，大华农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和变更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和《关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注册资本及变更注册地的议案》，根

据上述议案，“动物保健品营销网络建设及改造项目”由新设子公司广东惠牧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实

施。2012年5月17日，大华农、广东惠牧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兴科技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将存放在大华农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841250138308093001）的募集资金转入广东惠牧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732858281983）中。 

6、2011年9月7日，大华农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

案》，其中，“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建及新建项目”计划总投资9,002.94万元，项目拟建

在肇庆大华农厂区内和广东省新兴县温氏科技园区内，其中肇庆大华农的厂区内建设饲料添加剂

车间和中药提取车间、投资额7,657.24万元，温氏科技园内建设消毒剂液体车间和消毒剂固体车

间 、 投 资 额 1,345.70 万 元 。 其 后 ， 大 华 农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

2020003229200092420），该专户仅用于“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建及新建项目”中的消毒

剂液体及固体车间的建设、使用，大华农将募集资金1,345.70万元转入该账户。2012年3月19日，

大华农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超募项目“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

建及新建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将超募资金项目“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建及新建项

目”的建设地点由“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厂区内和广东省新兴县温氏科技园区内”变更为

“佛山顺德（云浮新兴新成）产业转移工业园（简称‘新成工业园’）内”。2012年5月2日，大华农与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补充协议》，将存放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0003229200086893中的资金7,657.24万元转入账户

2020003229200092420中。 

7、2013年1月3日大华农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3年1月21日大华农201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佛山市正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60%股权的议

案》，根据上述议案，大华农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兴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存放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0003229200086893中的

资金15,840.00万元转入账户2020003229200111907中。 

8、2013年3月26日，大华农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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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药品研发与检测中心的议案》，2013年4月18日，大华农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大华农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存放

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44666101040006307中的资金1,952.00万元转入账户44666101040007867中。 

9、经2014年8月25日大华农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年11月12日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终止“动物保健品营销网络建设及改造项目”，终止后结余的募集资金及利息收

入已转入超募资金专用账户中。 

10、2015年10月28日，公司与大华农签订《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大华农动

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交割确认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温氏大华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温氏大华农”）已就大华农转入的募集资金开设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管

理，同时大华农名下的专项募集资金账户已全部完成销户手续。 

11、2015年11月2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15

年12月10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

案》。公司、温氏大华农、肇庆大华农与商业银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

公司”）已按规定完成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署，具体如下： 

（1）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以及中金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44666101040009954，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

资金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兴科技园支行以及中金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719866312162，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

资金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支行以及中金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2020003229200142651，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

资金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4）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兴科技园支行以及中金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671766328154，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收购佛山正典60%股

权，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5）公司、温氏大华农、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以及中金公司签署了《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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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44666101040009913，该专户仅用于温氏大华农建

设猪蓝耳病活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6）公司、温氏大华农、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以及中金公司四方签署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44666101040009939，该专户仅用于温氏大

华农建设年生产8000吨中兽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7）公司、温氏大华农、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以及中金公司四方签署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44666101040009921，该专户仅用于温氏大

华农建设动物药品研发与检测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8）公司、肇庆大华农、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新支行以及中金公司四方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44-650101040006396，该专户仅用于肇庆

大华农建设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9）公司、肇庆大华农、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新区支行以及中金公司四方签订

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2017023829022152764，该专户仅用于肇

庆大华农建设动物疫苗工程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12、2016 年 1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2016年

2 月 19 日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

的议案》 ，同意将72,751.88万元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中的 23,830.00 万元用于北票温

氏农牧有限公司一期项目，27,591.88 万元用于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一体化养猪项目， 21,330.00 

万元用于连州温氏乳业有限公司奶牛场项目。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同意意见。

2016 年2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将前述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72,751.88万元根据项目进度以

分期拨付的形式向前述三个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北票温氏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票公

司”）、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东公司”）、连州温氏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

州乳业”）增加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 

13、2016 年2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

授权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确定对北票温氏农牧有限公司一期项目、肥东温氏畜牧有

限公司一体化养猪项目及连州温氏乳业有限公司奶牛场建设项目实施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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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公司、肥东公司、连州乳业与商业银行、中金公司已分别按规定完成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

签署，具体如下： 

（1）公司、北票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票市支行、中金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06810501040003805，该专户仅用于北票公司建设北票

温氏农牧有限公司一期养猪项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肥东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东支行、中金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1302003129022300992，该专户仅用于肥东公司建设肥东

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一体化养猪项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公司、连州乳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州支行、中金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44050176120100000033，该专户仅用于连州乳业建设连

州温氏乳业有限公司奶牛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14、2016年3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2016年4 

月14日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超募资金及节余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70,000.00万元暂时闲置的超募资 

金及节余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单个投资产 

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务，未发生违法违规的情

形。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金额为52,345,310.89元、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余额为350,000,000.00元。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银行账号 截止至 6 月 30 日账面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新支行 44-650101040006396 45,086.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 44666101040009913 20,100.3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 44666101040009939 5,592,219.8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新区支行 2017023829022152764 313,518.3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 44666101040009921 1,005,0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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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 银行账号 截止至 6 月 30 日账面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支行 2020003229200142651 22,675,874.7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 44666101040009954 1,349,869.7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兴科技园支行 719866312162 3,392,632.8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州支行 44050176120100000033 5,958,323.6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票西郊分理处 06810501040003805 1,622,091.6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东支行 1302003129022300992 10,370,533.99 

小计 
 

52,345,310.89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余额 
 

350,000,000.00 

合计 
 

402,345,3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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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41,271.0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607.0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4,441.9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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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可达

到预计效

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

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 
否 10,000.00 10,000.00 8.81  9,362.66 93.63% 

2014 年 12

月 31 日 
4,474.40  是 否 

家禽多联系列灭活疫

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

目 

否 7,000.00 7,000.00 0.00  4,510.49  64.44% 
2013 年 10

月 30 日 
424.30  否 否 

猪蓝耳病活疫苗产业

化技术改造项目 
否 7,000.00 7,000.00 0.00  5,694.60  81.35% 

2013 年 6

月 30 日 
1,129.82  否 否 

年生产 8000 吨中兽药

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 
否 7,000.00 7,000.00 403.98  6,034.63  86.21%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750.33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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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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可达

到预计效

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动物保健品营销网络

建设及改造项目 
否 6,000.00 6,000.00 0.00  616.45  10.27% 

项目已经终

止 
0.00  

项目已经

终止 
是 

动物疫苗工程研发中

心技术改造项目 
否 6,000.00 6,000.00 77.03  4,747.46  79.12% 

2014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直接产

生效益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3,000.00 43,000.00 489.82 30,966.29 -- -- 7,778.85 --  

超募资金投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18,000.00 18,000.00 - 18,000.00 100% 不适用  -- 否 

饲料添加剂、兽用药

物制剂改扩建及新建

项目 

否 9,002.94 9,002.94 0.00  9,176.67 101.93%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569.28  是 否 

广州营销中心建设项

目 
否 1,464.00 1,464.00 0.00  972.22 66.41% 

2012 年 10

月 31 日 
0.00  

不直接产

生效益 
否 

综合大楼建设项目 否 2,860.00 2,860.00 0.00  2,892.39 101.13% 
2014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直接产

生效益 
否 

收购佛山市正典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60%股

权项目 

否 15,840.00 15,840.00 
                  

-    
15,840.00 100.00% 

2013 年 2

月 1 日 
1,428.14  是 否 

动物药品研发与检测

中心项目 
否 1,952.00 1,952.00 164.62  1,884.27  96.53% 

2016 年 6

月 30 日 
- 

不直接产

生效益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49,118.94 49,118.94 164.62 48,765.55  -- -- 2,997.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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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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可达

到预计效

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剩余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投向： 

北票温氏农牧有限公

司一期 
否 23,830.00 23,830.00 2,832.40  11,839.16  49.68% 

2017 年 12

月 31 日 
0.00  

项目未完

工 
否 

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

司一体化养猪项目 
否 27,591.88 27,591.88 2139.31 10,964.47 39.74% 

2017 年 8

月 31 日 
0.00  

项目未完

工 
否 

连州温氏乳业有限公

司奶牛场项目 
否 21,330.00 21,330.00 980.93  11,906.52  55.82% 

2016 年 12

月 31 日 
6.01  否 否 

剩余超募资金及节余

募集资金投向小计 
 72,751.88 72,751.88 5,952.64 34,710.15 --  6.01 --  

合计  164,870.82 164,870.82 6,607.08 114,441.99 --  10,782.28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的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本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本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温氏股份承接自大华农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均已完工或终止，剩余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均已转入超募资金账户。 

2016 年 1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6 年 2 月 19 日公司 2016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的议案》，同意将超

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中的 23,830.00 万元用于北票温氏农牧有限公司一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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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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可达

到预计效

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27,591.88 万元用于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一体化养猪项目，21,330.00 万元用于连州温氏乳业

有限公司奶牛场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无 

使用暂时闲置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三）的说明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1、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 家禽多联系列灭活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 、

猪蓝耳病活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动物疫苗工程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广州营销中心建

设项目、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建及新建项目、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年生产 8000 吨

中兽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收购佛山市正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60%股权项目、动物药

品研发与检测中心项目已经完成。因公司本着厉行节约、合理有效的原则使用募集资金，共计

节余 6,286.39 万元。 

2、连州温氏乳业有限公司奶牛场项目已经完成，因建筑材料价格的下降、进口奶牛数量的调

减，以及项目持续建设，在超募资金专户使用前，款项支付过程中因时间差的关系多使用自有

资金支出等原因，导致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8,829.01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16年3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2016年4月14日公

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70,000.00万元暂时闲置的超募资金及节余

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使用暂时闲置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

况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三）的说明）。此外，其他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银行开

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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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募集资金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一体化养猪项目：项目施工期间，项目所在地雨水天气较多，施

工难以按照正常的速度进行；且项目实施单位根据公司要求，对饲料厂、科研技术服务设施的

工艺进行了调整和升级，因此影响了项目整体进度。鉴于以上实际情况，2017年2月23日，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该项目整体

完工时间调整至2017年8月31日。 

2、募集资金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 

（1）家禽多联系列灭活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主要为市场同类产品竞争日益激烈，再

加 上部分产品生产批文尚在申报过程中，因此，该项目暂未达到预计收益。                    

（2）猪蓝耳病活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 2017 年 1 月 1 日开始农业部取消蓝耳活疫苗的强

制免疫，市场需求下降，导致该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 

（3） 年生产 8000 吨中兽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第二期药材深加工粉碎设备刚完成调

试，未满负荷生产；中药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成品制剂毛利率下降。因此，该项目暂未达

到预计收益。  

（4）连州温氏乳业有限公司奶牛场项目： 由于 2017 年 4 月份刚开产牛奶，因此，该项目暂

未达到预计收益。       

 

（三）使用暂时闲置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鉴于部分募投项目尚处于建设中，在项目完工前，存在部分款项暂无需支付，因此部分资

金暂时闲置，在保证不影响项目正常建设的前提下，提高暂时闲置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 2016 年 4 月 14 日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70,00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购买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单个投资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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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半年，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购买理财产品 92,000 万

元，其中 57,000 万元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理财产品收益 5,065,739.74 元），35,000 万元理财

产品尚未到期，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1 

1、已到期收回的理财产品                                                                                         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方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委托金额 起息起止日期 
天

数 
投资收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91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120,000,000  
2016.10.21-

2017.1.20 91  777,863.0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球

智选理财产品 
 

200,000,000  
2016.11.4-

2017.5.4 181  

2,876,164.3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90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100,000,000  
2016.11.15-

2017.2.12 90  690,410.9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62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100,000,000  
2017.2.14-

2017.4.17 62  492,602.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63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50,000,000  2017.2.24-

2017.4.28 63   228,698.63  

 

2、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                                                                                             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方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委托金额 
起息起止日

期 
天数 年化收益率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90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100,000,000  2017.4.20-

2017.7.19 90 3.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

人 91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

产品 
 50,000,000  2017.5.5-

2017.8.3 91 3.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

球智选理财产品 
 200,000,000  2017.5.5-

2017.8.9 96 3.50% 

四、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2017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情况。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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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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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使用暂时闲置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