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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琪伊犁实施生产线 

异地搬迁项目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名称：安琪伊犁实施生产线异地搬迁项目 

 项目金额：预算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37,674.90 万元，

其中工程建设投资 36,498.90万元，土地投资 294万元，资

本化利息 882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管理风险、未按时投产的风险。 

  

一、 项目概述 

（一）近年来，随着国家环保监管力度加大，以及所在

城市的快速发展，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琪伊犁）外围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已对该公司的正常、

持续经营形成较大影响。为适应国家环保新形势和城市发展

新要求，避免企业经营和效益的不确定性，推动安琪伊犁长



远持续发展，公司拟对安琪伊犁实施生产线异地搬迁项目。 

（二）本次项目实施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项目建设在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后需提交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后实施。 

（四）本次项目实施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二、项目实施背景 

（一）安琪伊犁投资与经营情况 

安琪伊犁是我公司在国内新建的首家外埠子公司。2004

年 3月，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决策后，我公司选址伊犁

州伊宁市边境经济合作区设立了安琪伊犁，分阶段建成年产

1.5 万吨干酵母生产线。2007 年 9 月，安琪伊犁实施扩建，

于 2009年初建成投产 1.5万吨酵母及抽提物项目，将该公

司酵母产能提升至 3万吨。2013年 7月，安琪伊犁设立伊犁

福邦新农业有限公司，选址兵团第四师 70团（伊宁县）建

成年产 2.8万吨有机肥料生产线。2014年安琪伊犁实施小型

技改，增加酵母产能 2000 吨。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安琪伊犁累计固定资产投资



96,675.51万元，建成年产 3.2万吨酵母及酵母抽提物和 2.8

万吨有机肥能力，工厂占地面积 278.84亩，员工总数 826

人。 

我公司从 2004年设立安琪伊犁成功经营 15年以来，实

现了较好的股东回报和社会效益。截止 2018年，安琪伊犁

已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64.76 亿元，累计净利润 20.92 亿元，

累计上缴税收 8.31亿元，累计增加股东权益 21.03亿元，

股东投资回报率达 22.61 倍，累计经营现金净流量 20.41亿

元，是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2.07倍。 

截至 2019 年 6 月 31 日，安琪伊犁注册资本为 9,300 万

元，总资产 74,754.64 万元，净资产 20,059.45万元，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3,853.43 万元，净利润 1,406.54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7,316.72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二）外部环境变制约了安琪伊犁的持续经营 

随着伊宁市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城区不断西

扩，周边房地产项目和居民小区已逼近安琪伊犁，形成三面

围绕。近年赴伊宁投资的生物医药、生物发酵类项目增多，

陆续发生了一些异味扰民的情况，引发周边居民对生产异味

的敏感和反复投诉，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异味投诉；同时近年

来国家推进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保卫战”等重大

行动，对企业的环保治理提出了更高标准和更多要求，国家



环保督查的严峻形势，给安琪伊犁持续正常经营带来巨大挑

战。 

为适应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安琪伊犁高度重视，以实

现“国家标准、社区满意”双达标为目标，积极主动作为，

从 2014年开始，累计投资 10,621万元，采用系列新技术新

装备，努力提高废气治理能力。安琪伊犁已成为我公司所有

酵母工厂废气治理投入最多的子公司，但安琪伊犁实施环保

技改仍不能完全去除异味、满足异味零投诉的要求。 

三、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基本方案 

1、整体方案：拟选可克达拉市城西工业园 B2区为生产

线搬迁地址，以安琪伊犁为投资主体，在该工业区注册成立

一全资新公司，由新公司完成安琪伊犁的搬迁建设和承担今

后生产经营。搬迁后新公司酵母及抽提物总产能 3.2 万吨，

基本维持现有产能和品种结构；现有关键岗位和骨干人员力

争保留，其他辅助工人就近招聘。 

2、投资预算：安琪伊犁生产线异地搬迁预算新增固定

资产投资 37,674.90万元，其中工程建设投资 36,498.90万

元，土地投资 294万元，资本化利息 882万元。 

3、新公司方案：新公司名称安琪酵母（可克达拉）有

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可克达拉市城西工业园 B2 区，注册资

本 1.8亿元人民币，是安琪伊犁的全资子公司。 



4、融资方案：安琪伊犁现金出资 1.8亿元设立新公司；

安琪伊犁将现有可搬迁资产设备全部按照账面净值出售或

通过融资租赁方式直租给新公司，测算到搬迁前可搬迁资产

设备账面净值 1.774亿元；除资本金外，通过融资解决异地

搬迁所需剩余资金，新公司资产负债率控制在 70%以内。 

5、进度安排：2019 年 9月前完成新公司注册，做好搬

迁前所有准备工作；2019年 9月至 2020年 12 月完成新公司

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2021年 1月-6月安琪伊犁生产线分

步停产搬迁；2021年 7月新公司投产试运行。预计完成全部

搬迁需 24个月。 

6、异地搬迁后的安琪伊犁土地、建筑物的处置： 

安琪伊犁搬迁后，以 2020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测算

该公司厂区土地账面净值约 1800万元，年摊销额 47.5万元，

其他不可搬迁的房屋建筑物账面净值约 1.17亿元，年折旧

额为 600万元，将继续保留，合理计提搬迁减值准备，并根

据实际改造为仓库和仓储设施，供新公司使用或对外出租。 

（二）项目实施的基本条件 

本次项目搬迁地选址在可克达拉市城西工业园 B区，成

立于 2010年 5月，采用“一园三区”的布局形式，安琪伊

犁搬迁选址其中的 B2区，位于伊宁市和可克达拉市西面、

霍尔果斯口岸东南方，是可克达拉市重点开发打造的工业园。

通过实地考察、论证和比较，认为可克达拉市城西工业区 B2



区具有如下优势，安琪伊犁生产线异地搬迁选址落户该工业

区具有可行性。 

1、拟选址地工业园位于戈壁滩，周边 3公里无村民，

远离人口聚居区和环境敏感区，异味扰民和投诉风险极低，

能够实现安琪伊犁实施异地搬迁的目的，保障企业长远持续

发展。 

2、工业园的供水、供电、污水处理、排水管网、公路

交通、通讯正在建设或已有解决方案，且已通过协议承诺在

搬迁项目建成前满足投产运行需求。 

3、新疆将对 65吨以下燃煤锅炉进行淘汰整治，禁止工

业园重复建设燃煤锅炉。目前该工业园未有统一供热供汽燃

煤锅炉，本项目搬迁至工业区，可新建 65吨燃煤锅炉和余

热发电项目，发挥新疆能源优势，降低生产成本。 

4、该工业区位于新疆边境县市，新设公司和项目可享

受国家边境地区 2免 3 减半所得税优惠政策。 

（三）环境保护 

安琪伊犁环保治理预算新增投资 6,871万元，主要是生

化物化、浓缩蒸发和废气治理等项目。安琪伊犁异地搬迁酵

母生产线项目，主要环境污染物是废水、废气、废渣和噪音。

本项目将严格按照国家环保法规和环保设施“三同时”的要

求，按照年产 3.2万吨酵母和年运行 330天的产能，制定实

施污水、废气、废渣等环保治理方案，确保污染物排放符合



国家标准。 

（四）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鉴于前述安琪伊犁外围经营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企业

当前面临着三种经营选择：主动异地搬迁，解决异味扰民问

题，企业正常持续经营；被迫压产减产，异味投诉风险未排

除，透支品牌信誉，企业低效甚至亏损运行；勒令停产，市

场供应失去保障，完全陷入被动，企业及相关方损失更大。

因此当前推进安琪伊犁生产线异地搬迁赢得主动，十分必要

且紧迫。 

1、推动安琪伊犁生产线异地搬迁是适应城市发展和环

保新形势的客观要求。“诗画伊犁”的发展理念和伊宁市城

市总体规划，不支持安琪伊犁继续在原址的长期经营，企业

迟早面临搬迁；国家延续环保高压态势，环保“严监管”、

力度不会削弱，在压产减产仍不能排除异味投诉风险的情况

下，推进安琪伊犁异地搬迁将赢得主动，避免勒令停产的最

大风险。 

2、推动安琪伊犁生产线异地搬迁是促进安琪长远持续

发展的主动追求。推动安琪伊犁异地搬迁，符合安琪发展理

念和战略，有利于维护企业品牌和信誉；推动安琪伊犁异地

搬迁，实现企业持续正常经营，减少经营不确定性，最大限

度发挥产能优势，重新提升安琪伊犁的盈利能力，继续为公

司和各相关利益方做出贡献。 



（五）项目财务可行性分析 

从新公司口径和安琪伊犁合并口径，测算的财务指标均

显示安琪伊犁生产线异地搬迁项目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

较好的投资回报。搬迁后经营期内测算年均净利润 7868万

元，测算项目的财务净现值 2.2亿元，内部收益率 15.1%；

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和动态投资回收期分别为 5.3年和 8年，

达产期盈亏平衡点为项目设计产能的 60%，表明安琪伊犁搬

迁项目有较强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项目具有财务可行性。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实施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和战略布局，避免了

公司经营和效益的不确定性，发挥当地产能优势，创造更大

的投资回报，推动公司长远持续发展。 

五、项目的风险提示 

（一）兵团特殊管理体制给搬迁投资和生产经营带来的

不适应性。 

安琪伊犁异地搬迁选址在兵团四师可克达拉市所管辖

工业园区内。兵团四师可克达拉市是师市合一管理体制，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理，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税务、财政、

环保、发改等政府机构，安琪伊犁异地搬迁后不排除在兵团

特殊体制下的合作不适应。 

目前，当前兵团管理体制正处于改革当中，改革将进一

步强化其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的职能，兵团投资环境总体在



不断改善。我公司会积极与四师可克达拉市沟通详尽的书面

投资协议，尽量规避上述风险。 

（二）工业区部分基础设施延迟完工导致项目不能按期

投产的风险。 

安琪伊犁异地搬迁的可克达拉城西工业区，园区相对偏

僻，部分基础实施不完善不成熟，存在工业区部分基础设施

延迟完工导致搬迁项目不能按期投产的风险。 

针对基础设施的最迟完工时间，主管基础设施建设的政

府部门向园区管委会出具了书面承诺函，确保不影响搬迁项

目的正常建设和按期投产。 

六、可行性研究结论 

安琪伊犁加快实施生产线异地搬迁，是适应城市发展和

环保新形势的客观要求，规避当前限产减产运行仍存在的投

诉问题或勒令停产风险，是促进安琪长远持续发展的主动追

求，有利于维护企业品牌和信誉，符合安琪发展理念和战略。 

搬迁选址的可克达拉市城西工业区 B2区，位于戈壁滩，

远离人口聚居区和环境敏感区，可以实现安琪伊犁实施异地

搬迁的目的；园区供水、供电、污水处理厂、排水管网、公

路交通正在建设或已有解决方案，可自建燃煤锅炉和背压发

电项目，发挥新疆能源优势，可享受国家边境地区所得税优

惠政策，符合项目选址落户要求。安琪伊犁搬迁选址具备优

势和可行性。 



经过财务分析和测算，对比当前安琪伊犁限产压产的经

营环境，安琪伊犁异地搬迁后，可以避免企业经营和效益的

不确定性，发挥产能优势，创造更大的投资回报。安琪伊犁

异地搬迁具有财务和经济可行性。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