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8-143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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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全资

子公司牧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国际”）、辽宁铁岭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铁岭牧原”）、内蒙古奈曼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奈曼

牧原”）、杞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杞县牧原”）、扶沟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扶沟牧原”）、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

首牧原”）、山西永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济牧原”）、滑县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滑县牧原”）生产经营建设，广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宗牧原”）进行增资，具体增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港币 

公司名称 增资前 增资金额 增资后 

牧原国际 100 4,900 5,000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增资前 增资金额 增资后 

铁岭牧原 2,000 4,000 6,000 

奈曼牧原 12,000 22,000 34,000 

杞县牧原 2,000 21,000 23,000 

扶沟牧原 30,000 16,000 46,000 

石首牧原 2,000 5,000 7,000 

永济牧原 2,000 5,000 7,000 



 

滑县牧原 10,000 9,000 19,000 

广宗牧原 2,000 12,000 14,000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 2018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牧

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 2018 年 10 月 23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以上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此次向牧原国际、铁岭牧原、奈曼牧原、杞县牧原、扶沟牧原、

石首牧原、永济牧原、滑县牧原、广宗牧原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牧原国际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牧原国际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Muyuan International Limited 

（3）注册资本：100 万港元 

（4）注册地址：香港铜锣湾希慎道 33 号利园一期 19 楼 1903 室 

（5）注册证明书编号：2587926 

（6）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4 日 

（7）经营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牧原国际总资产 0 万元，负债总额 0 万元，净

资产 0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0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牧原国际总资产 0 万元，负债总额 0 万元，净资

产 0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62.25 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http://www.cninfo.com.cn/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牧原国际增资，增资后牧原国际仍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二）辽宁铁岭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辽宁铁岭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孙志强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阿吉镇陈平村 

（6）经营范围：猪的饲养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加工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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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经营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铁岭牧原总资产 5,107.05 万元，负债总额 3,358.94 

万元，净资产 1,748.11 万元，营业收入 40.73 万元，净利润-244.18 万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铁岭牧原总资产 10,424.15 万元，负债总额 9,223.77

万元，净资产 1,200.38 万元，营业收入 4,739.02 万元，净利润-547.73 万元（以

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铁岭牧原增资，增资后铁岭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三）内蒙古奈曼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内蒙古奈曼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孙志强 

（4）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工业园区内  

（6）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农作

物种植,林木培育,种植及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7）经营情况：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奈曼牧原总资产 62,104.66万元，负债总额 49,598.37

万元，净资产 12,506.29 万元，营业收入 4,429.60 万元，净利润 593.47 万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奈曼牧原总资产 86,801.83 万元，负债总额 74,317.78

万元，净资产 12,484.05 万元，营业收入 14,327.40 万元，净利润-22.24 万元（以

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奈曼牧原增资，增资后奈曼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四）杞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杞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朱建华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杞县经四路与彭庄南路交叉口西南侧  

（6）经营范围：饲料销售、农作物种植销售;农业技术的服务推广;生猪养殖

销售、生猪良种繁育;粮食购销;猪粪处理销售。 

（7）经营情况：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杞县牧原总资产 59,768.96万元，负债总额 51,957.24

万元，净资产 7,811.72 万元，营业收入 30,522.40 万元，净利润 3,914.91 万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杞县牧原总资产 77,467.85 万元，负债总额 68,102.14

万元，净资产 9,365.71 万元，营业收入 43,034.57 万元，净利润 1,553.98 万元（以

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杞县牧原增资，增资后杞县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五）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李付强 

（4）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河南省扶沟县园区一路西段南侧 

（6）经营范围：生猪养殖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和种植,养殖技术的服务推广,猪粪处理。 

（7）经营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扶沟牧原总资产 177,375.02 万元，负债总额 

136,581.74 万元，净资产 40,793.29 万元，营业收入 115,374.54 万元，净利润 

22,386.60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扶沟牧原总资产 168,593.47 万元，负债总额 

119,167.94万元，净资产49,425.53万元，营业收入78,487.11万元，净利润 8,632.24

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扶沟牧原增资，增资后扶沟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六）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苏学良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石首市小河口镇连心大道 119 号  

（6）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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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7）经营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石首牧原总资产 5,338.09 万元，负债总额 3,456.81 

万元，净资产 1,881.28 万元，营业收入 47.73 万元，净利润-118.72 万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石首牧原总资产 17,756.89 万元，负债总额 15,825.63 

万元，净资产 1,931.25 万元，营业收入 2,326.06 万元，净利润 49.97 万元（以上

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石首牧原增资，增资后石首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七）山西永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西永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韩刚雷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山西省永济市迎宾路 08 号(城北赵伊村三组) 

（6）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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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经营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永济牧原总资产 7,107.46 万元，负债总额 5,270.98 

万元，净资产 1,836.49 万元，营业收入 528.21 万元，净利润-163.51 万元（以上

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永济牧原总资产 13,693.07 万元，负债总额 13,080.45 

万元，净资产 612.62 万元，营业收入 11,022.76 万元，净利润 -1,223.87 万元（以

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永济牧原增资，增资后永济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八）滑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滑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石生营 

（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滑县新区南六环北侧水厂路东侧 

（6）经营范围：生猪养殖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和种植,养殖技术的服务推广,猪粪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经营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滑县牧原总资产52,963.04万元，负债总额 37,413.93

万元，净资产 15,549.11 万元，营业收入 21,960.57 万元，净利润 4,778.27 万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滑县牧原总资产 62,770.80 万元，负债总额 45,546.28 

万元，净资产 17,224.52 万元，营业收入 21,159.21 万元，净利润 1,675.41 万元

（以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滑县牧原增资，增资后滑县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九）广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张威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府前街南侧 

（6）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

种植及销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饲料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经营情况：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广宗牧原总资产 33,659.42万元，负债总额 28,869.26 

万元，净资产 4,790.16 万元，营业收入 14,887.55 万元，净利润 2,553.18 万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广宗牧原总资产 42,780.55 万元，负债总额 36,005.24 

万元，净资产 6,775.31 万元，营业收入 15,949.36 万元，净利润 1,985.15 万元（以

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滑县牧原增资，增资后广宗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牧原国际、铁岭牧原、奈曼牧原、杞县牧原、扶沟牧原、石

首牧原、永济牧原、滑县牧原、广宗牧原的经营发展，提升竞争力和生产经营规

模，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强融资能力。本次增资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