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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肉鸡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基金设立的基本情况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肉鸡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农集团”）、福

建融诚德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诚德润”）及其负责募集的出

资方共同出资，设立以有限合伙企业为形式的肉鸡产业并购基金。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8年 11月 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肉鸡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40）。 

近日，公司收到通知，本次产业并购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

有关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1）名  称：平潭德成农牧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

购基金”）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50128MA32NNYE3A 

（3）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4）主要经营场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 6 号楼 5 层

511室-1402（集群注册） 



 

（5）执行事务合伙人：福建融诚德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成立日期：2019年 04 月 16日 

（7）合伙期限至：2026年 04月 15日 

（8）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保险、期货等需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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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全体合伙人出资额及占比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1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8,000.00 20.00% 

2 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4,000.00 10.00% 

3 福建融诚德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000.00 2.50% 

4 
堆龙德庆誉美中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0.00 25.00% 

5 邓光荣 有限合伙人 货币 9,000.00 22.50% 

6 杨建峰 有限合伙人 货币 8,000.00 20.00% 

二、新增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一）堆龙德庆誉美中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086995976J 

（3）成立时间：2013年 12 月 27日 

（4）主要经营场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世邦欧郡小区 8 栋 1 单

元 1404 号 

（5）执行事务合伙人：锦绣中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 

（6）股权结构：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比例 认缴金额（万元） 合伙人身份 

1 刘振东 54.63% 11,200.00 有限合伙人 

2 宋书亚 17.07% 3,500.00 有限合伙人 

3 张敬庭 7.97% 1,633.00 有限合伙人 

4 马如仁 6.83% 1,400.00 有限合伙人 

5 吴强 3.41% 700.00 有限合伙人 

6 吕侠 3.41% 700.00 有限合伙人 

7 孟莉萍 1.71% 350.00 有限合伙人 

8 刘培刚 1.71% 350.00 有限合伙人 

9 何典 1.25% 257.00 有限合伙人 

10 杨玉惠 0.98% 200.00 有限合伙人 

11 张遥 0.49% 100.00 有限合伙人 

12 李志琼 0.49% 100.00 有限合伙人 

13 锦绣中和（北京）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0.05% 10.00 普通合伙人 

（7）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不得从事担保和房地产业务；不得参与发起或

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受托管理创业投资基金（不

含公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

不得从事房地产和担保业务）。（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

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

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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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与公司的关系：无 

（二）邓光荣 

（1）证件号码：352127********0014 

（2）住  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3）与公司的关系：无 



 

（三）杨建峰 

（1）证件号码：330681********0315 

（2）住  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3）与公司的关系：无 

三、《并购基金合伙协议》主要条款 

1、合伙目的：为了保护全体合伙人的合伙权益，使本合伙企业取得最佳经

济效益。 

2、合伙期限：7年 

3、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按如下方式分配： 

（1）企业的利润由合伙人依照出资比例分配； 

（2）企业每年底进行 1次利润分配。 

4、合伙企业的亏损分担，按如下方式分担： 

（1）企业的亏损由合伙人依照出资比例分担； 

（2）企业每年年底进行 1 次亏损分担； 

（3）合伙财产不足清偿合伙债务时，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4、入伙：新合伙人入伙，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

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

物状况。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新普通合伙

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有

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5、退伙：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

伙。  

合伙人违反《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或四十六条规定退伙的，应当赔偿由



 

此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 

四、对外投资情况 

由于并购基金未及时办理工商注册设立事宜，并购基金合伙人此前委托融诚

德润与甘肃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署《合作协议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标的的基本情况 

（1）名称：甘肃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027571648601F 

（4）成立时间：2011年 05 月 26日 

（5）住所：91621027571648601F 

（6）法定代表人：张华 

（7）注册资本：30,000.00 万人民币 

（8）经营范围： 种禽的养殖；鸡苗孵化、销售；畜禽的养殖、屠宰、深加

工（生食、熟食）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小麦、玉米收购及抗性淀

粉的生产、深加工、销售、收贮，小杂粮的收购、销售；饲料的生产、销售及饲

料原料菜粕、豆粕、麸皮、磷酸氢钙、肉骨粉、鱼粉的销售；有机肥料、复合微

生物肥料、生物有机肥、复混肥料的生产、销售；光伏发电及电能应用；农副产

品、动植物油脂、土特产品、瓜果、蔬菜的加工、销售；药材的种植、销售；电

子产品及电脑耗材、办公用品、文化用品、清洁用具、烟酒茶叶的销售；货物运

输及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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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作协议书》主要内容介绍 

1、签署方： 

甲方：福建融诚德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甘肃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之全体股东 



 

丙方：甘肃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2、标的公司的托管经营 

在本协议签署后 15 日内，甲方向乙方及标的公司推荐具有肉鸡养殖企业管

理经验的管理人员（以下简称“托管团队”），乙方同意将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

委托给托管团队进行托管经营，托管期间为自托管团队进驻标的公司之日起至乙

方将标的公司 60%股权转让给甲方之日止。托管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2年，甲乙双

方应尽早促成上述股权转让并结束托管。 

3、禁止同业竞争 

自本协议签署日起以及在各方合作期间，乙方除持有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

股权外，乙方及其单独或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和经济组织（不含标的公司及其子

公司）不得在中国境内、境外直接或间接地以下列形式或者其他任何形式从事与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业务，包括但不限于：(1)

从事饲料加工、种鸡养殖、种蛋孵化、肉鸡饲养、肉鸡屠宰加工与销售、鸡肉制

品的研发/加工/销售、有机肥的生产销售业务；(2)投资、收购、兼并任何从事

饲料加工、种鸡养殖、种蛋孵化、肉鸡饲养、肉鸡屠宰加工与销售、鸡肉制品的

研发/加工/销售、有机肥的生产销售业务的企业或经济组织；(3)采取托管、承

包、租赁、委托持股、设立信托等方式经营任何从事饲料加工、种鸡养殖、种蛋

孵化、肉鸡饲养、肉鸡屠宰加工与销售、鸡肉制品的研发/加工/销售、有机肥的

生产销售业务的企业或经济组织；(4)在资金、业务、技术等方面向与标的公司

及其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或经济组织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或帮助。 

4、后续工作安排 

（1）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和标的公司应当配合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开

展针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清产核资、审计、尽职调查等工作。乙方和标的公

司承诺，乙方和标的公司向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所有资料及信息均是

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有效的，不存在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在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清产核资、审计、



 

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各方将根据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实际情况，遵循

诚信、互利原则就本次合作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磋商，并根据具体磋商情况签署

必要的协议或其他文件以供执行。 

（三）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并购基金对外投资将本着协助公司做大做强的目的，围绕公司战略目标，

对公司所处产业链进行布局，同时对优质标的公司进行筛选、储备和孵化，化解

上市公司投资前的培育风险。有利于公司整合国内优质资源，推进公司产业链走

出福建，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与竞争力，提升公司在国内外的影响

力。 

2、通过并购基金对所投资项目的筛选、立项、组织实施及投资后的监督、

管理等提出规范化意见，提前化解行业风险以及税务、法律等或有风险，降低投

资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更好地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3、借助并购基金其他合伙人丰富的投资经验和较强的产业并购整合能力，

充分利用合伙人的资本背景和公司的管理优势与市场积累，发挥各自的优势，实

现互惠互利，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五、其他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该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并购基金营业执照； 

2、《并购基金合伙协议》； 

3、《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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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合伙企业的亏损分担，按如下方式分担：
	（1）企业的亏损由合伙人依照出资比例分担；
	（2）企业每年年底进行1次亏损分担；
	（3）合伙财产不足清偿合伙债务时，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承担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4、入伙：新合伙人入伙，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物状况。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新普通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5、退伙：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
	合伙人违反《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或四十六条规定退伙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
	四、对外投资情况
	由于并购基金未及时办理工商注册设立事宜，并购基金合伙人此前委托融诚德润与甘肃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署《合作协议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标的的基本情况
	（1）名称：甘肃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027571648601F
	（4）成立时间：2011年05月26日
	（5）住所：91621027571648601F
	（6）法定代表人：张华
	（7）注册资本：30,000.00万人民币
	（8）经营范围： 种禽的养殖；鸡苗孵化、销售；畜禽的养殖、屠宰、深加工（生食、熟食）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小麦、玉米收购及抗性淀粉的生产、深加工、销售、收贮，小杂粮的收购、销售；饲料的生产、销售及饲料原料菜粕、豆粕、麸皮、磷酸氢钙、肉骨粉、鱼粉的销售；有机肥料、复合微生物肥料、生物有机肥、复混肥料的生产、销售；光伏发电及电能应用；农副产品、动植物油脂、土特产品、瓜果、蔬菜的加工、销售；药材的种植、销售；电子产品及电脑耗材、办公用品、文化用品、清洁用具、烟酒茶叶的销售；货物运输及仓储服务。...
	（二）《合作协议书》主要内容介绍
	1、签署方：
	甲方：福建融诚德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甘肃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之全体股东
	丙方：甘肃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2、标的公司的托管经营
	在本协议签署后15日内，甲方向乙方及标的公司推荐具有肉鸡养殖企业管理经验的管理人员（以下简称“托管团队”），乙方同意将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委托给托管团队进行托管经营，托管期间为自托管团队进驻标的公司之日起至乙方将标的公司60%股权转让给甲方之日止。托管期限原则上不超过2年，甲乙双方应尽早促成上述股权转让并结束托管。
	3、禁止同业竞争
	自本协议签署日起以及在各方合作期间，乙方除持有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股权外，乙方及其单独或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和经济组织（不含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得在中国境内、境外直接或间接地以下列形式或者其他任何形式从事与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业务，包括但不限于：(1)从事饲料加工、种鸡养殖、种蛋孵化、肉鸡饲养、肉鸡屠宰加工与销售、鸡肉制品的研发/加工/销售、有机肥的生产销售业务；(2)投资、收购、兼并任何从事饲料加工、种鸡养殖、种蛋孵化、肉鸡饲养、肉鸡屠宰加工与销售、鸡肉制品的研发/加...
	4、后续工作安排
	（1）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和标的公司应当配合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开展针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清产核资、审计、尽职调查等工作。乙方和标的公司承诺，乙方和标的公司向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所有资料及信息均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有效的，不存在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在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清产核资、审计、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各方将根据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实际情况，遵循诚信、互利原则就本次合作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磋商，并根据具体磋商情况签署必要的协议或其他文件以供执行。
	（三）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并购基金对外投资将本着协助公司做大做强的目的，围绕公司战略目标，对公司所处产业链进行布局，同时对优质标的公司进行筛选、储备和孵化，化解上市公司投资前的培育风险。有利于公司整合国内优质资源，推进公司产业链走出福建，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与竞争力，提升公司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2、通过并购基金对所投资项目的筛选、立项、组织实施及投资后的监督、管理等提出规范化意见，提前化解行业风险以及税务、法律等或有风险，降低投资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更好地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3、借助并购基金其他合伙人丰富的投资经验和较强的产业并购整合能力，充分利用合伙人的资本背景和公司的管理优势与市场积累，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互惠互利，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五、其他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该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并购基金营业执照；
	2、《并购基金合伙协议》；
	3、《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