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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江西九江年产 12 万吨新型高效水产饲料项目的

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江苏盐城年产 20 万吨新型高效水产饲料项目的议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广东广宁年出栏 25 万头生猪暨种养循环项目的议案》、《关于

控股子公司投资浙江龙游现代化生猪饲养项目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内蒙

古乌兰察布前旗生态养猪一体化暨年出栏 60 万头生猪项目一期建设的议案》、《关于

全资子公司投资内蒙古乌兰察布兴和县生态养猪一体化暨年出栏 60万头生猪项目一期

建设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四川梓潼存栏 25000 头母猪暨生态养殖项目的

议案》、《关于投资大北农（北京）生物农业创新园项目的议案》，该八项对外投资

事项均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就相

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 全资子公司投资江西九江年产 12 万吨新型高效水产饲料项目 

（一） 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水产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划，江西、安徽等区域目前对水产饲料的需求旺

盛。为了适应公司快速的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大北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福建大北农水产”）拟在江西省九江共青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新建年产 12 万

吨新型高效水产饲料项目，建设大北农江西水产科技园。建成后，该科技园将辐射江

西九江、南昌、赣州、宜春、吉安、安徽太湖等地区，市场容量较大。本次对外投资

的资金来源于江西大北农水产饲料科技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江西九江共青城年产12万吨新型高效水产饲料项目 

2、建设地点：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建设主体：江西大北农水产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年产12万吨新型高效水产饲料 

5、建设周期：2017年12月-2019年3月 

6、资金来源：江西大北农水产饲料科技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7、投资预算及构成：总投资为8,800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计划投产 

时间 

投资构成（单位：万元） 

土地款 基建款 设备款 总投资 

江西九江共青城

年产 12万吨新型

高效水产饲料项

目 

年产 12 万吨新型

高效水产饲料生产

线及配套设施 

2019 年 3 月 699  4,198   3,903 8,800  

（三）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江西九江、南昌、吉安、安徽太湖等地水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年需水产饲料 100

万吨以上，市场容量巨大。公司“高技术、高服务”的战略方针和绩效翻番的目标及

对华中水产未来三年达到高档膨化料 15万吨市场占有份额的战略规划的要求。 

2、存在的风险 

    水产养殖主要风险来自鱼病引发大规模的死亡，通过公司专业技术团队的服务，

疾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鱼价、原料波动幅度较大，对于公司经营利润影响也

较大，但江西区域的有较好干部员工队伍及管理基础，对鱼、原料价格的波动承压能

力较强。 

3、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从普通颗粒料向高档膨化料的转型，公司将进一步打造集饲料加工、销

售、技术服务、自建养殖基地为一体的鱼产业链。公司全面负责江西及安徽地区淡水

鱼产业化项目的建设、运营，有利于业务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效益最大化。  

本次投资尚处于筹备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

响。  

二、 全资子公司投资江苏盐城年产 20 万吨新型高效水产饲料项目 

（一） 投资概述 

为了加快公司华东水产事业部的发展步伐，适应水产行业产品发展的多样性，聚



焦高价值产品，提升市场产品占有率及获利能力，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大北农水产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大北农水产”）拟在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沿海经济区建

设一个水产行业内高标准、科技领先的水产饲料生产基地。 

该基地预计购置土地 100 亩，土地单价约 11.2 万元/亩，共计 1,120 万元；其中

80 亩作为饲料水产生产基地，生产工艺设计 4 条虾蟹料线，3 条膨化料线，预留 2 条

膨化线，预计费用 12,000 万元，剩余 20 亩作为动保、微生态生产建设基地，拟投资

1,000 万元建设年产 8,000 万元—10,000 万元动保微生态产品的生产基地，投资总额

合计约 13,000万元。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大北农华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大北农华东水产公司江苏盐城年产 20万吨新型高效水产饲料项目 

2、建设地点：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沿海经济区 

3、建设主体：大北农华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 

4、建设规模：年产8万吨虾蟹料、12万吨高档膨化料及动保微生态生产基地 

5、建设周期：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 

6、资金来源: 大北农华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7、投资预算及构成：总投资为13,000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计划投产 

时间 

投资构成（单位：万元） 

土地款 基建款 设备款 总投资 

大北农华东水产公司

江苏盐城年产 20 万

吨新型高效水产饲料

项目 

年产 8 万

吨虾蟹

料、12 万

吨高档膨

化料生产

线及动保

微生态生

产基地建

设 

2018年 10月 1,120 4,880 7,000 13,000 

 

（三）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为加快公司华东水产事业部的发展步伐，适应水产行业产品发展的多样性，提升



市场产品占有率，向苏南、皖南、上海及浙江等华东市场迈出坚实重要的一步，以满

足华东水产高端市场发展需求，对聚焦高价值产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存在的风险 

水产养殖主要风险来自鱼病引发大规模的死亡，通过公司专业技术团队的服务，疾

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鱼价、原料波动幅度较大，对于公司经营利润影响也较

大，但江苏区域的有较好干部员工队伍及管理基础，对鱼、原料价格的波动承压能力

较强。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水产事业部以江苏盐城为中心向苏南和浙江、安徽地区积极布局，可以大大地

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和公司知名度，聚焦动保微生态、虾蟹料和黄桑、加州鲈等特种

养殖品种，其产品毛利率较高，本项目投厂后有利于助推淡水鱼颗粒料向膨化料转型

的大潮，大力推广高价值淡水膨化料。有利于公司水产饲料产品盈利水平进一步提升。 

三、 全资子公司投资广东广宁年出栏 25 万头生猪暨种养循环项目 

（一）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养猪事业发展规划，公司在广西设立的养猪平台公司—广西大北农农牧食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大北农农牧”）拟在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投资建设年出

栏 25万头生猪暨种养循环生态农业项目，并由养猪平台公司在项目所在地设立肇庆大

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大北农”）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广宁县是广

东离珠三角核心区最近的山区县,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是农业大县，规模猪场少，发

展潜力巨大。有利于公司+农户模式快速推进，本项目通过资本、趋势、技术、政策相

结合，优势明显。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肇庆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广东省广宁县年出栏 25万头生猪暨种养循环生态农业项目 

2、建设地点：广东省广宁县南街镇黄腊村委会早洞村、广宁县横山镇罗锅村委会

删塘尾、广宁县南街镇江美村委会埕仔坑。 

3、建设主体：肇庆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定名称为准）。 

4、建设规模：10000 头存栏母猪猪舍及相关配套设施。整个项目采取自繁自养

的养殖模式，为节约运营成本，公司整合了当地养殖资源，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采

取部分自建、部分租赁的方式，最大化的保证经营效益。 

5、计划投产时间：部分母猪场采用租赁形式，预计 2017 年 10月投产， 



自建部分计划 2018年上半年投产。 

6、资金来源：肇庆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7、投资预算及构成：投资总额预计 25,143.5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计划投产

时间 

投资构成（单位：万元） 

土地款 基建款 设备 流动资金 总投资 

广东省广宁

县年出栏 25

万头生猪暨

种养循环生

态农业项目 

存栏 10000

头母猪猪舍

及相关配套

设施建设 

整体上预

计 2018 年

上半年投

产 

1,020 16,343.5 5,780 2,000 25,143.5 

（三）拟设立公司情况： 

1、公司名称：肇庆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宁县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出资情况：广西大北农农牧约占 70%，广宁创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约占 30%。 

5、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禽畜、罐头食品、冷冻食品、肉食制品、饲料；

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相关技术的检测、推广、培训；饲料加工销售、畜禽养殖

与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种植及销售，畜产品加工销

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水果、蔬菜、花卉的种植、收购、销售及其相关

副产品销售；普通货物运输；（最终经营范围以注册审批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签约主体： 

甲方：广宁创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广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2、主要内容： 

（1）、本着绿色、环保、规模化的发展思路，项目进展分阶段建设以下项目内容： 

①、存栏 500 头祖代场 1 个；存栏 4500 头父母代猪场 1 个，存栏 5000 头父母

代猪场 1个；年出栏五万头的育肥猪厂 1个；  

②、办公楼、研发中心、精准扶贫培训中心、农产品加工厂、技术服务中心、

销售部等设等。 

（2）、发展目标：签订协议后预计三年内实现达产。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



年上市 25万头以上肉猪；同时实现政府收益、农户脱贫、企业增效的目的，走全产业

链、全程可追溯、全产业化道路。 

（五）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响应公司养猪大创业的战略布局，公司华南事业部积极布局广东、广西规模猪场，

为快速实现效率、效益双提升。 

2、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行情可能会出现不稳定性，存在猪群疾病风险、政策风险、饲料原料价格波动风

险，但肇庆大北农的猪场原料基本为公司内部供应，原料成本及质量优势非常明显，

对价格的波动承压能力较强。 

本次对外投资尚处于筹备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

大影响。 

四、 控股子公司投资浙江龙游现代化生猪饲养项目 

（一）投资概述 

公司在浙江区域设立的养殖平台公司—浙江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江昌农”）拟在浙江衢州市龙游县设立控股子公司并以其名义投资建设现代化仔猪繁育

基地。此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规模为饲养5000头能繁母猪场及相关配套设施；二期

将根据一期项目实施情况另行确定；一期、二期项目全部完成后，单纯饲养能繁母猪

10000头，断奶仔猪异地饲养。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浙江昌农新设立的控股子公

司自有资金。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浙江龙游现代化生猪饲养项目 

2、建设地点：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 

3、建设主体：龙游昌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即浙江昌农为实施本项目拟设立的子

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 

4、建设规模：10000头二元母猪场及相关配套设施 

5、养殖方式：部分自繁自养、部分放养，猪舍部分租赁 

6、建设周期：16个月 

7、资金来源：龙游昌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8、投资预算及构成：总投资预计为13,600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计划投产

时间 

投资构成（单位：万元） 

基建款 设备款 流动资金 总投资 

浙江龙游现代化生猪饲养

项目 

10000头母猪

猪舍及相关配

套设施 

一期 2018

年 6 月，二

期 2019 年

3 月。 

9,000 4,000 600 13,600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规模：本项目一期投资7,250万元，建1个年存栏5000头能繁母猪场；根据

一期进展情况，拟二期投资6,350万元，建1个年存栏5000头的能繁母猪场；未来整个

项目满负荷生产后将实现年存栏1万头能繁母猪。 

2、未来还将在龙游县及周边整合部分育肥猪场。2018 年 6 月前完成一期 5000 头

猪场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一期建设经营达成情况，决定二期 5000头猪场建设具体

进度。 

（四）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为加快公司浙江区域养猪事业的快速发展，公司计划以浙江昌农为平台公司，在

浙江省范围内采用控股、参股、租赁、新建等多种方式经营生猪养殖与放养。 

2、存在的风险  

生猪养殖主要风险来自猪病引发大规模的死亡，通过公司专业技术团队的服务，

疾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猪价波动幅度较大，对于公司经营利润影响也较大，

但猪场所需的饲料基本为公司内部供应，原料成本及质量优势非常明显，对价格的波

动承压能力较强。 

3、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建设能有效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并落实集团转型战略。有利于公司在华东区

域的生猪规模养殖布局，实现养猪的业务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效益最大化，随着公

司养殖规模的扩大和经营实力的不断提升，生猪养殖板块在未来几年内将为公司收入

扩展增加新的收入来源，生猪养殖板块的拓展将对公司饲料销售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 

五、 全资子公司投资内蒙古乌兰察布前旗生态养猪一体化暨年出栏 60 万头生猪 

项目一期建设 



（一）投资概述 

公司在华北区域设立的养殖平台公司—河北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北大北农”）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前旗投资建设生态养猪一体化年出栏生猪60万头

项目，第一期建设存栏5000头的二元母猪自繁自养场及相关配套设施。整个项目满负

荷生产后可实现年出栏生猪60万头。由养猪平台公司在项目所在地设立的乌兰察布大

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兰察布大北农”）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本次对

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乌兰察布大北农自有资金。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内蒙古乌兰察布前旗生态养猪一体化暨年出栏60万头生猪项目一期

建设 

2、建设地点：内蒙古乌兰察布前旗 

3、建设主体：乌兰察布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存栏5000头二元母猪自繁自养场及相关配套设施 

5、建设周期：12个月（2017年9月-2018年9月） 

6、资金来源：乌兰察布大北农自有资金 

7、投资预算及构成：总投资约为17,000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计划投产

时间 

投资构成（单位：万元） 

基建款 设备款 流动资金 总投资 

内蒙古乌兰察布前旗生态养

猪一体化暨年出栏 60万头生

猪项目一期建设 

5000 头存栏母

猪自繁自养猪

舍及相关配套

设施 

2018年9月

份投产 
10,600 4,400  2,000 17,000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规模：本项目一期建设投资额为17,000万元，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前旗建设

存栏5000头母猪自繁自养猪舍及相关配套设施。 

2、未来政府协助乌兰察布大北农在其所辖区依法征用工业用地 200亩建设公司研

发中心、饲料厂、技术服务中心等。如整个项目完成，将需分三期进行，并在签订协

议之日起 6 年内达到年生产肉猪 60 万头的能力。整个项目共建 6 个 5000 头母猪的自

繁自养猪场。 

（四）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为加快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大北农养猪事业发展规划，公司以河北大北农为核心

在北京、天津、内蒙、河北等地采用控股、参股、租赁、新建等多种方式经营生猪养

殖与放养。到2020年，实现放养及自养出栏300万头生猪，  

2、存在的风险  

生猪养殖主要风险来自猪病引发大规模的死亡，通过公司专业技术团队的服务，

疾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猪价波动幅度较大，对于公司经营利润影响也较大，

但猪场所需的饲料基本为公司内部供应，原料成本及质量优势非常明显，对价格的波

动承压能力较强。 

3、对公司的影响  

此项目建设能有效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并落实公司转型战略。有利于公司在华北事

业部生猪规模养殖业务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效益最大化。 

六、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内蒙古乌兰察布兴和县生态养猪一体化暨年出栏60万头

生猪项目一期建设的议案 

（一）投资概述 

公司在华北区域设立的养殖平台公司—河北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北大北农”）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兴和县投资建设生态养猪一体化年出栏生猪60万

头项目，第一期在兴和县建设1个存栏3600头的纯种母猪扩繁场及相关配套设施。整个

项目满负荷生产后可实现年出栏生猪60万头。由养猪平台公司在项目所在地设立的乌

兰察布大北农（以下简称“乌兰察布大北农”）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本次对外投资的

资金来源于乌兰察布大北农自有资金。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内蒙古乌兰察布兴和县生态养猪一体化暨年出栏60万头生猪项目一

期建设 

2、建设地点：内蒙古乌兰察布兴和县 

3、建设主体：乌兰察布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存栏3600头纯种母猪扩繁场及相关配套设施 

5、建设周期：12个月（2017年9月-2018年9月） 

6、资金来源：乌兰察布大北农自有资金 

7、投资预算及构成总投资为12,300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计划投产

时间 

投资构成（单位：万元） 

基建款 设备款 流动资金 总投资 

内蒙古乌兰察布兴和生态养

猪一体化暨年出栏 60万头生

猪项目一期建设 

存栏3600头纯

种母猪扩繁场

猪舍及相关配

套设施 

2018年9月 7,020 3,780  1,500 12,300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规模：本项目一期建设投资额为 12,300 万元，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兴和县

建设一个 3600头纯种母猪扩繁场猪舍及相关配套设施。 

2、未来政府协助乌兰察布大北农在其所辖区依法征用工业用地。如整个项目建成，

将分 3 期建设有机肥厂、食品加工厂、自繁自养猪场等项目，整个项目满负荷生产后

将实现年上市商品猪 60万头，其余项目根据政府土地提供进度在 6年内分期完成。 

（四）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为加快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大北农养猪事业发展规划，公司以河北大北农为核心

在北京、天津、内蒙、河北等地采用控股、参股、租赁、新建等多种方式经营生猪养

殖与放养。到2020年，实现放养及自养出栏300万头生猪。 

2、存在的风险  

生猪养殖主要风险来自猪病引发大规模的死亡，通过公司专业技术团队的服务，

疾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猪价波动幅度较大，对于公司经营利润影响也较大，

但猪场所需的饲料基本为公司内部供应，原料成本及质量优势非常明显，对价格的波

动承压能力较强。 

3、对公司的影响  

此项目建设能有效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并落实集团转型战略。有利于公司在华北事

业部生猪规模养殖业务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效益最大化。 

七、控股子公司投资四川梓潼存栏25000头母猪暨生态养殖项目 

（一）投资概述 

为了更好支持国家的农业发展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驰阳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四川驰阳”）拟通过与梓潼县政府合作投资项目，在当地大

力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养殖。 



项目地点为梓潼县相关乡镇和四川梓潼经济开发区。该项目初期投资约30,000万

元，其中土地600万元，设备和基建20,400万元，流动资金9,000万元（实际投资及建

设规模以经有关部门批复的项目申请报告为准）。总建设工期约36个月（从取得项目用

地使用权并具备合法开工手续之日起第20天起开始计算），其后期的投资视项目进展而

定。项目具体实施以四川驰阳新成立的公司来开展业务。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

四川驰阳的自有资金或其与第三方合作出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四川梓潼存栏 25000头母猪暨生态养殖项目  

2、建设地点：四川省梓潼县相关乡镇和四川梓潼经济开发区  

3、建设主体：四川驰阳全资、控股或参股子公司 

4、建设规模：存栏3800头祖代猪场、存栏1200头核心种猪场和200头公猪站，存

栏20000头父母代种猪场、存栏25万头220栋保育育肥标准场及相应环保等配套设施。  

5、建设周期：3年  

6、资金来源：四川驰阳自筹、社会投资者进行合资合作 

7、投资预算及构成：初期投资约30,000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建设期间 
投资构成（单位：万元） 

土地款 基建款 设备款 流动资金 合计 

四川梓潼

存栏

25000 头

母猪暨生

态养殖项

目 

建设存栏 3800 头祖

代猪场、存栏 1200

头核心种猪场和 200

头 公 猪 站 ， 存 栏

20000 头父母代种猪

场，配套存栏 25 万头

220 栋育肥标准场及

相应环保配套设施 

2017-2020年 600 12,000  8,400  9,000 30,000  

7、项目运营模式： 

生产上采取“两点式”即母猪饲养与肥猪育肥分开，运营上实行“公司+驰阳之家

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模式，四川驰阳自营或与第三方合作出资相结合。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内容： 

存栏 3800 头祖代猪场、存栏 1200 头核心种猪场和 200 头公猪站，存栏 2 万头扩



繁母猪场、存栏 25万头保育育肥猪场及配套生产设施。 

2、投资金额：该项目初期投资约 30,000 万元，四川驰阳自建或与第三方合作出

资方式建设完成。 

3、在当地成立由其独资、控股或参股子公司的循环农业生态养殖项目公司，办理

该项目的建设施工所需要的设计图纸及在政府的协助下完成各项目评估报告。 

（四）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主要是因为四川驰阳养殖业务的发展，需要快速在四川省内布局

养殖基地，并同时支持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 

2、存在的风险  

由于养殖项目投资大，回收周期长，因此对投资方的资金筹集能力要求强，另外，

养殖项目受环保、价格、疫情等影响大，需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 

3、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如果按期开展完成，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有较大的影响，也有利于提高

公司在当地和行业的影响力。 

八、投资大北农（北京）生物农业创新园项目 

（一）项目基本概述 

大北农（北京）生物农业创新园项目位于海淀区翠湖科技园，项目占地面积80亩，

规划建筑面积8.3万平方米（地上部分），拟计划2年内建设完成。 

大北农（北京）生物农业创新园将具备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研发所需求的快

速高通量检测和中试能力，尤其是实现基因组编辑，高通量分子标记，高通量生物组

学鉴定，规模化高密度发酵，产物分离纯化系统等关键设备和技术集成和应用，园区

硬件能保证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研发链条的完整和顺利运行。 

建设内容包括企业总部、研发和中试基地。其中研发和中试基地的建设内容包括

作物生物育种中心，动物遗传育种中心，种子健康及生物农药研究中心，农业微生物

发酵工程技术中心，食品科学与工程技术中心和科研温室等。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大北农（北京）生物农业创新园 

2、建设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翠湖科技园 

3、建设主体：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建筑面积约165612平米（含地下部分） 

5、建设周期：2018年4月-2019年12月； 

6、投资预算及资金来源： 

（1）投资预算 

大北农（北京）生物农业创新园项目总投资约 15亿元，其中：土地费用 5.9亿元

（已缴纳 5.3亿元，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董事会第 25次会议

决议公告），建筑费用 6.3亿元，设备购置费 1.5亿元，开办预备费 1.3亿元。项目整

体投资预算及构成如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计划竣 

工时间 

投资构成（万元） 

土地款 基建款 设备款 预备费 总投资 

大 北 农

（北京）

生物农业

创新园 

企业总部，研

发、转化、中

试、孵化、培

训、展示中心

建设 

2019年 12

月 

 

59,000 

 

63,000 

 

15,000 

 

13,000 

 

150,000 

（2）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三）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依据科学设计、合理布局，本着创新、借鉴、实用的原则，建设集“企业总部、研

发、转化、中试、孵化、培训和展示” 于一体的生物农业创新园区，建成全球领先的

现代农业研发与技术创新中心、中国现代农业高技术集中原始创新基地，并为未来发

展留足空间，至少做到10年不落后，成为我国生物农业产业的标杆园区。 

2、存在的风险  

社会风险及对策分析 

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通过对建设厂址、周围外部环境

的考察，认为建设地点周围的外部环境适合本项目的建设； 

企业通过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加强产品开发与市场开拓，充分利

用政策有利条件和时机，加快企业发展；同时，企业还需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加快技

术进步步伐，充分利用国家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各项优惠政策，积极



实施企业发展战略，不断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强化内部财务管理，杜绝对税收优惠

政策的依赖，尽可能保持稳定的收益水平，以减轻各项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 

3、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实施将为公司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可持续的产品储备，有利于增

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九、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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