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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8              证券简称：晨光生物             公告编号：2017—087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建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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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利用公司在天然植物提取技术上的优势，同时深化、延伸公司产业链，促

进饲料添加剂行业发展，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与厦门百度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百度”）、谷付岭共同

出资 3,000万元投建“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项目”，并新设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具体

筹建、运营。 

  2017 年 10月 27 日公司与厦门百度、谷付岭签署了《合作投资协议》（其

中：厦门百度出资 1,500 万元，占比 50%；公司出资 1,050万元，占比 35%；谷

付岭出资 450万元，占比 15%）。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经理办公会批准权限内。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对手方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合作方介绍 

（一）合作方名称：厦门百度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黄金龙 

注册资本：6,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40号 602室之 A单元 

主要经营：生物技术推广服务；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和

试验发展；林业产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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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化学品批发；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其他未列

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

审批的项目）；软件开发；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与公司是否有

关联关系 

1 黄金龙 3,769.23 62.82% 否 

2 王伟飞 615.38 10.26% 否 

3 黄文锋 615.38 10.26% 否 

4 郭赞哲 230.77 3.85% 否 

5 潘徽娜 200.00 3.33% 否 

6 徐鹏翔 192.31 3.21% 否 

7 洪鼎光 138.46 2.31% 否 

8 王敏 123.08 2.05% 否 

9 刘学东 38.46 0.64% 否 

10 翁国荣 38.46 0.64% 否 

11 姜锋 38.46 0.64% 否 

合计 6,000 100.00% - 

实际控制人：黄金龙，男，厦门大学海洋化工专业本科毕业。历任厦门物资

总公司化轻公司业务员，厦门涌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香料中试基地负责

人，2001 年创办厦门百度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厦门百度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至今任百度科技董事长。 

（二）合作方名称：谷付岭 

自由择业者，在饲料行业有一定的行业资源，拟向饲料添加剂行业进行投资。 

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厦门百度、谷付岭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没有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厦门百度中任职。 

三、“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 项目基本情况 



 

3 

项目名称：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新设公司 

项目实施地点：福建省永安市 

项目投资金额：人民币 3000万元 

项目建设期：总体规划时间约为 12个月 

项目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项目的投建尚需按有关规定向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二）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项目的必要性 

（1）行业发展的需要 

目前养殖业中特别是畜禽的疾病防治还主要靠抗生素和药物添加剂，给食品

安全带来隐患也对环境造成污染。长期以来，在规模化养殖中使用抗生素类饲料

添加剂是预防疾病和促进生长的主要手段。但是抗生素的大量和长期使用带来的

药物残留问题、病原菌的耐药性以及食品安全问题等，农业部已对饲养过程中抗

生素的使用提出了限制措施。从 2017年 8月 1 日起，多种抗生素已不允许在畜

禽饲养中使用。开发新型的、有效、保障养殖产品安全、能够替代抗生素的饲料

添加剂产品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是饲料添加剂产品的发展方向。对推动养殖业

向健康养殖、无抗养殖，提高养殖产品安全，满足人们对食品安全，追求身体健

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意义。 

饲料添加剂是现代饲料工业必然使用的原料，对强化基础饲料营养价值，提

高动物生产性能，保证动物健康，节省饲料成本，改善畜产品品质等方面有明显

的效果。 

（2）企业发展与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生产、加工、销售充分利用合作各方的优势，将现

有的产品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利用植物提取物（植物精油、辣椒红、叶黄素）某

些组分具有安全高效的抑菌、促进生长诱食、改善肠道的吸收增强动物的体液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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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和细胞免疫功能，帮助抵抗各种病菌、病毒的攻击能力，促使胃肠道兴奋，促

进肠道各种消化酶的分泌，改善动物的消化吸收等功效，从而提高对畜禽养殖中

饲料的消化利用率，制备功能性的饲料添加剂，拓展使用效果，深化延伸现有产

品产业链。 

2、项目的可行性 

（1）各方优势互补 

各作各方在行业内均有深厚的资源，厦门百度生产茶树油系列、桉叶油系列、

肉桂油系列和松节油系列产品，所属的福建森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福建

省木本植物精油企业工程建设中心”。晨光生物从事天然提取物行业，有 80 多种

天然植物提取物产品，拥有国家工程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技术力量雄厚；其

中脱酚棉籽蛋白是全国最大的生产企业，一直受到饲料养殖行业的欢迎。谷付岭

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行业资源。投建“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项目”可以优势互补。 

（2）市场环境优势 

抗生素的大量和长期使用带来的药物残留、病原菌的耐药性问题，已成为影

响食品安全的重要问题，“追求健康养殖，保障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畜牧行业

从业者都应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发展无抗养殖，生产出更安全有效的无抗产品

是我国养殖的发展方向，使用可以替代抗生素的饲料添加剂已成为养殖业的发展

趋势。在“饲料禁抗”不断推进、畜牧业供给侧改革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下，发展

具有替代抗生素作用的功能性饲料添加剂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三）项目经济效益测算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备注 

1 销售收入      35,897    

2 加工成本      27,927    

3 产品毛利润       7,970    

4 缴纳增值税附加税         267    

5 土地税          23    

6 房产税          14    

7 印花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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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理费用         359    

9 销售费用       3,590    

10 财务费用         237    

11 研发费用       1,436    

12 利润总额       2,033    

13 所得税(税率 25%）         508    

14 净利润       1,525    

（四）拟新设的负责项目具体运营的主体（即：新设公司）情况 

拟新设公司的名称：福建晨光动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拟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拟注册地址：福建省永安市 

拟注册经营范围：饲料添加剂研发、生产等。 

以上信息以行政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后的内容为准。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厦门百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 50.00% 现金出资 

2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 35.00% 现金出资 

3 谷付岭 450.00 15.00% 现金出资 

合计 3,000.00 100.00% —— 

四、合作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为厦门百度，乙方为公司，丙方为谷付岭。 

（一）合资的目的 

为发挥三方优势，顺应无抗养殖发展趋势，共同推进“无抗、解抗、替抗”

新型饲料添加剂项目，三方决定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二）合作的方式 

三方合资、合作，共同设立一个新的独立法人的有限责任公司。对于共同设

立的公司，甲、乙、丙三方共同提供所需资金、财务管理、技术管理、项目信息、

项目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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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限为永久存续，合资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

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甲、乙、丙三方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资公司承担责

任。 

（三）各方出资金额及比例 

新设公司注册资本 3000万元，甲方出资 1500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50%；乙

方出资 105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35%；丙方出资 45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15%。 

公司设立时到位出资 10%即 300万元，甲方出资 15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50%；

乙方出资 105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35%；丙方出资 45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15%。

其余注册资本根据项目进展需求于 5年内分次到位。 

（四）合资公司机构设定 

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3人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1人，乙方委派 1

人，丙方委派 1人。甲乙双方均有权委派 1名财务人员进行财务管理工作。 

公司经营决策由董事会决定，日常经营管理由总经理负责。公司董事长由董

事会选举产生，总经理由甲方委派董事会聘任产生。公司重大事项需董事会一致

通过。 

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 1名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选举产生。 

（五）利润分配/清算、退出机制 

新设公司股东三方按实际现金出资到位比例进行分配/清算。 

股东之间分歧的解决方案 

1、股东会及股东会决议按照公司章程执行。 

2、三方股东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公平的股东退出机制，未来如果股东无法就

重大事项达成一致的，按照如下规则处理： 

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全部股权。股东也有权向第三方转让各自的

部分或全部股权。股权转让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在以上

原则基础上，具体股权转让办法由三方股东另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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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重大事项包括：公司股权变更；章程修改；注册资本增减；对外投资、

担保、融资；单项资产超过 50万的长期资产支出；合资公司与股东之间的交易

事项；经营目标及战略目标的确定；全体股东认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项目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1、建设风险：本项目开展过程中工程建设不可避免，施工阶段的风险主要

包括自然条件、工程管理、工艺要求带来的挑战、工程变更等风险。对此，凭借

合作方丰富的项目建设和运营经验，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地缘优势，能够有效

地防范建设过程中的风险。 

2、政策风险：目前我国在饲料添加剂领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对饲料添加

剂市场的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欧盟的“饲料禁抗”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植

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再配合以有效的管理，能够成功取代饲料中促生长和预防用

抗生素的效果。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管理力度的加强，有可能对植物提

取物饲料添加剂的市场带来影响。 

3、外部环境风险：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政府的相关政

策等因素的变化，也可能引起风险。该项目目前所在的永安市交通便利、环境优

美、市政配套设施完善、水电气等服务设施齐全，将能够给投资者提供一个方便

的投资环境。但仍要注意和周围人文环境以及市场政府的衔接，避免形成矛盾，

规避不必要损失。 

4、营运风险：就目前饲料添加剂行业现状来看，抗生素的使用具有成本低、

见效快的优势，再加上养殖户的使用习惯，植物天然成分替代抗生素还处于起步

阶段，用户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另外天然植物中有效成分复杂而且易受原料产地

和采收季节等因素的影响,会导致药效和质量不稳定,从而使应用效果不一致、天

然植物有效成分添加剂量高会使其应用成本较高及天然有限成分饲用科学数据

的缺乏都会给合资公司饲料添加剂项目运营带来一定的风险。对此，将加强生产

管理和成本控制，保证产品质量，借鉴股东的管理制度，建立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的完善、有效的管理制度，保证制度在企业有效运行。加快企业研发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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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研发团队，保障研发经费的投入，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研发成果的

转化和应用，确保产品在技术上具有核心竞争力。 

5、管理风险：新公司成立后，合资公司对高级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的

要求较高，对新公司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公司将一方面加强相关

管理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将不断引进相应的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

从而适应公司规模扩张带来的管理风险和运行压力。 

6、其他风险：随着原辅料、水、电、天然气等价格的不断升高，造成产品

成本不断增加，从而引起产品价格波动，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对此，将通

过新工艺、新技术的攻关及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来实施风险控制，努力将风险

损失控制在最小程度。 

（二）项目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项目产品具有提高生猪免疫力，控制、预防消化、呼吸系

统的疾病的发生，吸收功能、促进生长、增强机体代谢能力具有良好的功效，可

有效代替目前广泛使用在养殖业的抗生素类药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方

向，进行本项目建设，对促进我国养殖产业的科技进步，提高养殖产品的食品安

全，追求养殖产业竞争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次投资强化以植物提取物制备饲料添加剂为主导产品的业务，以现代生物

工程技术和植物提取技术为核心技术，以饲料添加剂为核心产品的经营思想，努

力自主创新，不断吸收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同时依托股东的技术、研发力量，

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线，拓展公司植物提取物产品的应用领域。 

六、备查文件 

1、《晨光生物 2017 年第 13次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 

2、《投建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合作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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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