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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乌昌公路 2702 号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会议时间：2017年 8月 29日 15：30-17：30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让先生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介绍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代表的股

份总数，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见证律师； 

二、推荐并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和计票人； 

三、逐项审议下列议案 

1、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芳草天润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 5000

头规模化奶牛示范牧场建设项目》； 

2、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润北亭牧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3000 头规模

化奶牛示范牧场建设项目》； 

四、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对上述议案发表意见并进行投票表决； 

五、计票人统计表决情况，总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 

六、董事会秘书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七、与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字； 

八、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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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芳草天润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建设 5000头规模化奶牛示范牧场建设项目 

       

各位股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高产奶牛数量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乳业发展成为

联动兵团现代农业和食品工业的重点支撑点，也成为新疆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亮点。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布《“十三五”时期兵团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划》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划及纲要中强

调了在十三五期间，兵团着力做强现代畜牧业，发展规模养殖场，加快提高标准

化规模养殖水平，支持龙头企业参与养殖基地建设，以及团场围绕龙头建基地等

优惠政策，在政策上给予上游奶牛养殖业支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

设立新疆芳草天润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芳草天润”），截止目前该公司

已经完成工商注册及前期项目设计等工作。芳草天润拟投资建设 5000 头规模化

奶牛示范牧场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部分投资主体变更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芳草天润原三家股东分别为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润乳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以下简称“芳草湖

农场”）、新疆中盛嘉康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嘉康”），三家股东单位分

别持股 51%、29%、20%。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整体战略规划，股东进行调整，芳草天润股东

之一中盛嘉康转让其持有芳草天润 20%股权，股权受让方为新疆新农现代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农投资”）。新农投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新疆新农现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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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册地：新疆五家渠市青湖北路 3288 号准噶尔农资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长江 

注册资金：10000.00万元 

主营业务：农业、水利、科技产业投资、经营和管理；三化（工业、农业、

城市）供水等。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芳草天润原股东天润乳业、芳草湖农场已同意放弃股权转让和增资优先认购

权。 

中盛嘉康及新农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新农投资同意履行《公司章程》

及 2016 年 9月 27日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的股东义务。 

此次股权转让变更完成后，芳草天润三家股东变更为天润乳业、芳草湖农场、

新农投资，持股比例分别为 51%、29%、20%。 

二、项目的主体情况 

项目名称：新疆芳草天润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0 头规模化奶牛示范牧场建

设项目 

建设期限：2017 年 8月-2018年 12月 

建设地点：第六师芳草湖农场四场七连 

建设规模：达产年，年存栏奶牛规模 5000 头 

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 26,100万元 

资金来源：本项目全部投资均自筹资金解决 

项目效益：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析，项目建成后，项目投资利润率 9.4%，

财务内部收益率 12.9%，投资回收期 8年，盈亏平衡点为 47.9% 

该项目已经在师发改委备案。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芳草天润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6 
 

5000头规模化奶牛示范牧场建设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项目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建设背景 

《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

首要任务“做优农村第一产业，夯实产业融合发展基础”中把“发展绿色循环农

业”作为第一举措；结合《“十三五”时期兵团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划》“强畜和现

代畜牧业发展理念、种养加一体化结合起来；推进以奶业为首的五大专业集团化

运作，打造竞争力突出的现代畜牧业集团公司成为做强兵团畜牧业”的发展定位，

以兵团奶业龙头企业为引领，将更加有利于促进兵团畜牧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

“十三五”时期，兵团奶业坚决贯彻兵团党委关于奶业集团化发展，产业化运作，

以市场为先导，带动农业、畜牧业结构调整，提升兵团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发

展思路。公司与六师形成“乳产业龙头企业+养殖基地+饲草料基地”的合作方式，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对农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示范带动性。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是兵团奶产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十三五”期间，奶牛养殖是兵团重点支持的三大养殖行业之一，上述项目

的实施，可实现集奶牛规模化散栏饲养、自动化环境控制、数字化精准饲喂管理、

粪污无害化处理等现代奶牛饲养先进技术于一体，是推动兵团奶牛产业现代化进

程，从而做强做大的发展示范需要。 

2、是奶业龙头企业品质升级的需要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乳制品龙头加工企业生鲜乳自供率有效提升，实现对规

模化养殖基地从奶牛场的环境卫生、奶牛健康状况、奶牛场技术与管理人员健康、

投入品、挤奶、生鲜乳贮存运输等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提升

加工企业的奶源品质安全性，为乳制品企业品质升级从源头上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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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奶业龙头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项目实施后的奶牛养殖场不仅集合了传统养殖的优点，更利用了现代化养殖

技术，对每一头奶牛进行一对一、不同生长阶段的科学管理，为实现奶产品安全

溯源管理，开展奶牛养殖监测和安全溯源等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奠定基础；同时

促进养殖场繁育率、产奶量均提高 5%以上，饲料成本、死淘率均降低约 5%，达

到提质增效目的，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4、是团场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项目建设区域将全面推进农业向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

方向发展。项目建成后，需要配套饲草料基地，符合团场农业作物结构的调整方

向，有利于实现种植业、养殖业并重的发展态势，促进团场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兵团、乳业龙头企业的发展需要，具有显著的示范

作用；示范带动农场养殖业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模式发展，还有利于形成

有机农业→绿色优质饲料→绿色畜牧业（肉、奶）→有机肥料→有机农业的良性

循环，同时可带动饲料种植、运输、乳制品加工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场产业结

构调整；有利于农场因地制宜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项目抗风险能力较强，建设

是必要的。 

五、项目建设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产业调整政策，有利于公司确保奶源

管控、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项目建成有利于促进公司牧业板块转型升级，向管理规模化、技术集成化和资源

综合利用化方向发展，降低养殖成本、提高饲料效益，保障原奶质量，提升原奶

品质。 

六、风险分析 

近年来，受奶牛养殖方式、饲养成本、原奶市场机制、乳制品进口等因素综

合影响，加剧了原奶价格的频繁波动，对奶牛养殖业造成了形势严峻的市场风险。 

（一）养殖方式、成本风险。奶源的根本危机在于粗放的养殖方式。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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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限，导致奶质量安全水平难以保障；改变奶牛养殖方式是从根本上降低奶

牛养殖业市场价格风险的必由之路；另外，养殖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 65-75%，

随着农业劳动力成本、饲草料成本上升，增加了养殖的风险。 

措施：公司与团场沟通，团场将提供规模化配套饲草料基地，规范养殖技术，

实现种植业、养殖业并重的发展态势。 

（二）原奶市场机制不合理。乳制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使得乳业标准不断

提高，在原奶市场中，乳制品企业作为原料奶检测方，而养殖场只能被动地接受

原奶价格，不利于原奶市场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且受供需变化，原奶价格秩序

混乱。 

措施：公司严格保证乳品质量，加大对质量的管理，强化检测、原料追溯，

确保乳品安全。 

（三）进口乳制品的冲击。乳制品市场开放后，乳制品大量进口对我国原奶

市场造成全面冲击。我国原奶在质量和价格方面缺乏优势，导致国内原奶需求减

弱，造成“奶剩”现象。 

措施：公司将加大研发力度，严格质量检测标准，推动技术进步，生产制造

出高品质的乳制品，从而提高竞争力。 

（四）疫病防控风险及控制 

对奶牛养殖业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奶牛的传染病，奶牛一旦染上疾病，将受到

严重的损失。 

措施：公司将在现有防检疫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科学防范措施，借智借力专

家团队经验，有效预防此类风险的发生。 

 

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审议。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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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润北亭牧业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 3000头规模化奶牛示范牧场建设项目 

      

各位股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高产奶牛数量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乳业发展成为

联动兵团现代农业和食品工业的重点支撑点，也成为新疆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亮点。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布《“十三五”时期兵团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划》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划及纲要中强

调了在十三五期间，兵团着力做强现代畜牧业，发展规模养殖场，加快提高标准

化规模养殖水平，支持龙头企业参与养殖基地建设，以及团场围绕龙头建基地等

优惠政策，在政策上给予上游奶牛养殖业支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设立

新疆天润北亭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北亭”），截止目前该公司已经完成

工商注册等工作。天润北亭拟投资建设 3000 头规模化奶牛示范牧场建设项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新疆天润北亭牧业有限公司 3000 头规模化奶牛示范牧场建设项

目 

建设期限：2017 年 8月-2018年 12月 

建设地点：第十二师 222团 2连 

建设规模：达产年，年存栏奶牛规模 3000 头 

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 12,773.2万元   

资金来源：本项目投资全部来源于自筹资金 

项目效益：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析，项目建成后，项目投资利润率 9.5%，

财务内部收益率 12%，投资回收期 8.2年，盈亏平衡点为 64.4% 

该项目已经在师发改委备案。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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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润北亭牧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3000 头

规模化奶牛示范牧场建设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项目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建设背景 

《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

首要任务“做优农村第一产业，夯实产业融合发展基础”中把“发展绿色循环农

业”作为第一举措；结合《“十三五”时期兵团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划》“强畜和现

代畜牧业发展理念、种养加一体化结合起来；推进以奶业为首的五大专业集团化

运作，打造竞争力突出的现代畜牧业集团公司成为做强兵团畜牧业”的发展定位，

以兵团奶业龙头企业为引领，将更加有利于促进兵团畜牧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

目前，公司生鲜乳的自供率不足 60%，随着消费升级，乳制品行业市场需求逐步

向品质升级转变，提升奶牛现代化养殖能力, 提高奶源自供率，保证奶源安全，

是促进乳业健康稳定发展的源头和关键因素。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是兵团奶产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十三五”期间，奶牛养殖是兵团重点支持的三大养殖行业之一，项目的实

施，可实现集奶牛规模化散栏饲养、自动化环境控制、数字化精准饲喂管理、粪

污无害化处理等现代奶牛饲养先进技术于一体，是推动兵团奶牛产业现代化进程，

从而做强做大的发展示范需要。 

2、是奶业龙头企业品质升级的需要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乳制品龙头加工企业生鲜乳自供率有效提升，实现对规

模化养殖基地从奶牛场的环境卫生、奶牛健康状况、奶牛场技术与管理人员健康、

投入品、挤奶、生鲜乳贮存运输等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提升

加工企业的奶源品质安全性，为乳制品企业品质升级从源头上奠定基础。 

3、是奶业龙头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项目实施后的奶牛养殖场不仅集合了传统养殖的优点，更利用了现代化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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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每一头奶牛进行一对一、不同生长阶段的科学管理，为实现奶产品安全

溯源管理，开展奶牛养殖监测和安全溯源等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奠定基础；同时

促进养殖场繁育率、产奶量均提高 5%以上，饲料成本、死淘率均降低约 5%，达

到提质增效目的，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4、是团场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项目建设区域将全面推进农业向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

方向发展。项目建成后，需要配套饲草料基地，符合团场农业作物结构的调整方

向，有利于实现种植业、养殖业并重的发展态势，促进团场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兵团、乳业龙头企业的发展需要，具有显著的示范

作用；示范带动农场养殖业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模式发展，还有利于形成

有机农业→绿色优质饲料→绿色畜牧业（肉、奶）→有机肥料→有机农业的良性

循环，同时可带动饲料种植、运输、乳制品加工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场产业结

构调整；有利于农场因地制宜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项目抗风险能力较强，建设

是必要的。 

五、项目建设的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产业调整政策，有利于公司确保奶源管

控、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项目建成有利于促进公司牧业板块转型升级，向管理规模化、技术集成化和资源

综合利用化方向发展，降低养殖成本、提高饲料效益，保障原奶质量，提升原奶

品质。 

六、风险分析 

近年来，受奶牛养殖方式、饲养成本、原奶市场机制、乳制品进口等因素综

合影响，加剧了原奶价格的频繁波动，对奶牛养殖业造成了形势严峻的市场风险。 

（一）养殖方式、成本风险。奶源的根本危机在于粗放的养殖方式。因管理

水平有限，导致奶质量安全水平难以保障；改变奶牛养殖方式是从根本上降低奶

牛养殖业市场价格风险的必由之路；另外，养殖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 65-75%，

随着农业劳动力成本、饲草料成本上升，增加了养殖的风险。 

措施：公司与团场沟通，团场将提供规模化配套饲草料基地，规范养殖技术，

实现种植业、养殖业并重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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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奶市场机制不合理。乳制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使得乳业标准不断

提高，在原奶市场中，乳制品企业作为原料奶检测方，而养殖场只能被动地接受

原奶价格，不利于原奶市场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且受供需变化，原奶价格秩序

混乱。 

措施：公司严格保证乳品质量，加大对质量的管理，强化检测、原料追溯，

确保乳品安全。 

（三）进口乳制品的冲击。乳制品市场开放后，乳制品大量进口对我国原奶

市场造成全面冲击。我国原奶在质量和价格方面缺乏优势，导致国内原奶需求减

弱，造成“奶剩”现象。 

措施：公司将加大研发力度，严格质量检测标准，推动技术进步，生产制造

出高品质的乳制品，从而提高竞争力。 

（四）疫病防控风险及控制 

对奶牛养殖业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奶牛的传染病，奶牛一旦染上疾病，将受到

严重的损失。 

措施：公司将在现有防检疫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科学防范措施，借智借力专

家团队经验，有效预防此类风险的发生。 

 

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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