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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28.30亿元（含28.30亿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案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

金额（万元）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情况 

1 
南通海大年产 24

万吨饲料项目 

南通海大二期年产 24 万

吨生物饲料生产项目 
17,053.96 7,144.21 

通州湾行审备

[2017]74 号 

通州湾行审批

[2018]48 号 

2 
清远海大年产 24

万吨饲料项目 

清远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 24 万吨饲料生产

项目二期 

11,665.03 6,493.11 
2018-441800-13-

03-812991 

广清环影字

[2019]15 号 

3 
淮安海龙年产 20

万吨饲料项目 
年产 20 万吨饲料项目 27,100.12 16,123.49 

金发改投资备

[2019]69 号 

金环表复

[2018]98 号 

4 
南宁海大年产 48

万吨饲料项目 

南宁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 48 万吨生物配合

饲料生产项目 

25,259.70 23,589.07 
2018-450123-05-

03-020698 

隆环建字

[2019]22 号 

5 
肇庆高要年产 24

万吨饲料项目 

1.肇庆高要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年产 24 万吨生

物配合饲料项目 

2.肇庆高要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年产 24 万吨生

物配合饲料办公楼、宿舍

楼项目 

26,666.67 4,679.43 

1.2018-441283-1

3-03-813394 

2.2019-441204-1

3-03-037566 

高环建

[2019]28 号 

6 
福州海大年产 18

万吨饲料项目 

福州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年

产 18 万吨生物饲料项目 
34,544.54 29,075.05 

闽发改备

[ 2018 ]A120088

号 

连环审表

[2019]37 号 

7 
清远海贝年产 3

万吨饲料项目 

年产饲料 3 万吨、粉散剂

0.02 万吨、消毒液 0.05 万

吨建设项目 

21,600.09 15,053.58 
2017-441803-05-

03-812580 

清新环审

[2018]8 号 

8 
韶关海大年产 40

万吨饲料项目 

韶关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 40 万吨生物配合

饲料项目 

15,384.67 13,964.32 
2018-440205-13-

03-837183 

韶曲环审

[2019]26 号 

9 
清远海龙年产 72

万吨饲料项目 

清远海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 72 万吨生物配合

饲料项目 

39,723.30 36,955.30 
2019-441803-13-

03-022436 

清新环审

[2019]90 号 

10 
宜城海大年产 38

万吨饲料项目 
年产 38 万吨饲料项目 17,000.14 16,509.88 

2019-420684-13-

03-002633 

宜环函

[2019]21 号 

11 
和县海大年产 30

万吨饲料项目 

年产 30 万吨生物配合饲

料项目 
21,946.95 21,344.95 

和发改行审

[2019]17 号 

马环审

[2019]1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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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备案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

金额（万元）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情况 

12 
开封海大年产 30

万吨饲料项目 

开封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年

产 30 万吨生物配合饲料

项目 

18,000.25 17,069.03 
2019-410222-13-

03-015114 

通环审表

[2019]67 号 

13 
湛江海大年产 20

万吨饲料项目 

第四期新增膨化车间扩建

项目 
22,092.88 20,380.35 

2019-440881-13-

03-032560 

廉环审

[2019]16 号 

14 
玉林海大年产 45

万吨饲料项目 

玉林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年

产 45 万吨生物配合饲料

项目 

31,186.61 31,186.61 
2019-450922-13-

03-024851 

陆环项管

[2019]62 号 

15 
四川容川年产 20

万吨饲料项目 

年产 20 万吨生物配合饲

料项目 
23,431.64 23,431.64 

川投资备

【2019-511424-1

3-03-371459】

FGQB-0046 号 

丹棱环

[2019]59 号 

合计 352,656.53 283,000.00 - - 

项目投资总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募集资

金到位后，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

金额，公司董事会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筹解决。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其

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

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如前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为饲料生产项目，项目实施符合产业

发展的趋势以及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饲料行业现有产能落后，存在产业升级调整的需要 

我国饲料工业发展起于 80 年代，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目前饲料总量全球

第一。近年来，全国饲料产量稳定，增长放缓，进入了稳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调整的阶段。目前我国饲料企业单厂产量规模相对偏低，产能利用率较为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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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大部分饲料产能为早期小规模投资，工艺技术较为落后。饲料工艺经过近年行

业研究和技术创新，饲料生产无论是在制粒、膨化、喷涂等工艺技术上都得到较

大的进步，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得到飞跃式的进步。行业中小企业产能因原有面

积空间、设备硬件、资金缺乏等多种因素，进行产能升级调整具有较大限制，生

产低效且效益甚微；行业中的大型企业将借助饲料行业产业升级的机会快速发展。 

近年下游养殖业集约化较为明显，养殖业对饲料行业的产品安全、性能和效

率等都提出较高的要求；同时，我国居民对食品安全、原料可追溯等也有迫切的

需要，行业内现有大部分小企业并不能满足下游养殖发展和居民消费的需求。因

此，行业内大型饲料企业进行产能投资，扩大市场占有率，逐步淘汰小企业是饲

料行业的发展趋势，饲料行业已经进入一个结构性升级换代的发展阶段。 

2、居民消费升级对养殖品种、饲料品种产能的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居民消费升级和年青人消费习

惯的改变在水产品消费上表现较为突出。近几年，一些营养丰富、肉质鲜美、刺

少的水产品种（如鲈鱼、乌鳢、鲟鱼、鳜鱼、大黄鱼、黄颡鱼等，以下简称“特

种鱼”）大受欢迎，以草鱼、青鱼、鳙鱼、鲢鱼、鲤鱼、鲫鱼等为代表的传统家

鱼消费量持续萎缩，消费升级现象明显。 

特种鱼一般属于肉食性鱼，以前的特种鱼投喂主要来源于捕捞的冰鲜鱼，但

因捕捞资源的日益枯竭、禁捕期逐步拉长，冰鲜鱼供应日益趋紧且供应量不稳定。

随着饲料工艺技术、配方技术的进步，高端膨化饲料已经能够满足特种鱼的养殖

饲喂需求，因此近年水产高端膨化饲料需求增长明显，公司作为水产饲料的龙头

企业，高端膨化饲料的增长率更是高于同行业水平。2017 年度、2018 年度，公

司高端膨化饲料销量增长率为别为 52.89%和 38.29%，产能供应紧张已经成为发

展的瓶颈，公司急需扩大高端膨化饲料的产能。本次募投项目中，公司共增加饲

料生产线 102 条，其中膨化饲料生产线共计 42 条，合计占总生产线的 41.18%，

膨化饲料产能建设能较好解决公司近几年高端膨化饲料供应紧张的局面，支撑公

司大力发展特种鱼饲料市场。 

3、养殖区域发生转移，导致区域性饲料产能供应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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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对养殖业的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很多省份都相继划定畜禽养殖

的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同时，随着国内城市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多数核心

养殖区域已经被逐渐划入城市化范围，且将新增许多商业和居住人员。因此，环

保要求的不断提升和城市化的逐步推进，致使养殖业的养殖区域需要进行转移，

如广东、山东、浙江、福建等原有畜禽养殖区均存在被禁止或限制养殖，并逐步

向远离城市和水域的偏远地区转移。 

因饲料企业产品运输半径较短，饲料企业一般贴近养殖业的养殖区域进行产

业布局，原有大部分饲料产能都是在原有核心养殖区域建设。随着养殖业区域转

移，饲料企业原有产能将被逐步边缘化，同时新的养殖核心区域又缺少有效产能

的支撑，产能供应紧张。 

因饲料工艺技术的升级、生产过程环保标准的提高等因素，目前饲料行业投

资门槛大幅提升，原有大部分中小企业没有能力在新养殖区域建设产能，行业中

的大型企业在养殖业养殖区域转移过程中将获得产业洗牌、投资发展的机会。 

4、非洲猪瘟对行业产能需求的影响 

自非洲猪瘟在中国爆发以来，生猪存栏和猪饲料需求大幅、急剧下降。2019

年6月末，我国生猪存栏同比下降25.8%（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农村部），且呈现持

续下降的趋势；对应猪饲料销量萎缩严重，全国猪饲料6月份单月同比下降27.1%

（数据来源中国饲料工业协会）。预计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将面临严重缺

猪、同时猪饲料销量大幅下降的格局。非洲猪瘟将对行业及公司发生以下影响： 

（1）行业整合加速，集中度加快。目前全国共有约6,000多家饲料企业，平

均每家饲料企业年产量不足3万吨，产能分散且大部分产能没有核心竞争力，饲

料企业中猪饲料的生产销售业务占据较大比重。非洲猪瘟背景下，在禽饲料、水

产饲料上没有成熟产品和积累的中小饲料企业将失去生存基础，加速退出饲料行

业，行业集中度将会在疫情爆发中加速整合。 

（2）猪肉消费会部分转移到其他肉类。我国2018年猪肉产量5,403.74万吨，

占我国肉类产量8,624.63万吨的62.65%（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同花顺iFind）。

非洲猪瘟影响下我国猪肉供应受到较大影响，将导致居民肉类消费部分转移到禽

肉及水产肉类等其他品种，所以禽类养殖和水产养殖在非洲猪瘟期间将会迎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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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展，禽饲料和水产饲料需求会大幅提升。公司一直坚持猪、禽、水产饲料齐

头发展，且在各产品线上都有较强的竞争力。为应对未来禽饲料、水产饲料产能

的需求，公司有必要提前做好产能扩张的准备。 

（3）猪饲料产品需求发生变化。在疫情爆发时期，生猪养殖户对饲料的安

全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求饲料生产企业在生产、工艺、储存、运输等方面

都要有严格的防疫标准，以保证饲料产品的安全性。在本次募投项目中，公司新

投资建设的猪饲料产能无论是工艺上或是在储存运输上都采用最高的防疫标准，

以保证满足养殖户的需求。新增猪饲料产能将会对原猪饲料产能的有效替代，原

有猪饲料产能会视当地市场情况改为生产其他品种饲料。 

（二）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项目实施具备政策可行性 

饲料工业是联结种养的重要产业，为现代养殖业提供物质支撑，为农作物及

其生产加工副产物提供转化增值渠道，与动物产品安全稳定供应息息相关。《全

国饲料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2020）》（下称“《规划》”）指出：“十三

五”期间，饲料产量稳中有增，质量稳定向好，利用效率稳步提高，安全高效环

保产品快速推广，饲料企业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通过 5

年努力，饲料工业基本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为养殖业提质增效促环保提供坚实

的物质基础。工业饲料总产量预计达到 2.2 亿吨，其中，配合饲料 2 亿吨，浓缩

饲料 1,200 万吨，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800 万吨。《规划》同时指出：“十三五”期

间，江苏、福建、广东等区域重点是大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饲料企业和全产

业链企业，加快发展安全高效环保配合饲料和特色海水养殖用水产饲料，提升饲

料添加剂工业和饲料机械制造业综合实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符合饲料产业的发展方向，且项目实施地点均

位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区域，符合行业发展的政策导向。 

2、项目实施具备市场可行性 

饲料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业，作为连接种植业与养殖业

的饲料行业，其发展对促进粮食高效转化增值、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畜牧水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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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良好的基础支撑和保障作用。饲料行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现代农

牧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2010 年至 2018 年，我国饲料产量从 16,202 万吨增长

至 22,788 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4.36%。2015 年以来，我国饲料产量均位

居世界第一。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饲料行业市场容量巨大，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加公司的畜禽和水产饲料产能，有

利于向外部市场及公司内部养殖事业群提供更多优质的饲料产品。公司的市场开

发模式，即“先开发市场，后建工厂”已经比较成熟有效。报告期内，公司饲料销

量保持稳定的增长，且增长量逐步扩大。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上半年，公司饲料销量增长分别为 103.19 万吨、115.65 万吨、221.06 万吨和 82.30

万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达产后总产量为 298.44 万吨，能有效支撑公

司未来 2~3 年的产能需求；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在的区域已经过长期的市

场开发，公司在该区域打下了较好的市场基础和品牌影响力，预计市场需求将进

入快速增长阶段。公司的产品具备成本、品牌等方面的优势，项目实施具备市场

可行性。 

3、项目实施具备技术可行性 

公司对饲料行业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战略定位，公司从成立之初的技术领

先战略到目前的服务领先、产业领先战略，是基于对养殖业、饲料业、粮食业现

状的深刻认识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特别是针对养殖业面临的养殖技术严重

缺乏、苗种退化、获取技术服务的渠道短缺等主要困难，进行了发展战略升级。

在加强产品优势的基础上，为养殖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提供整个养殖流程的服

务支持，进而追求养殖户的价值最大化。多年来，公司对各类养殖品种的营养需

求、饲料原料筛选、配方优化及养殖工艺参数等关键环节持续研究，形成各养殖

品种、养殖周期全覆盖的饲料产品线，并获得多项饲料生产相关的发明专利。 

公司凭借多年行业的深耕和研发投入，形成成熟的饲料生产配方和国内领先

的饲料生产工艺水平，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具备技术可行性。 

（三）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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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通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4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南通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江苏省南通市通

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17,053.96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7,144.21 万元。

设计规模为建设 7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24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70,929.86 万元，年均净利润 2,703.65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24.80%，投资回收期 5.52 年。 

2、清远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4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清远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广东省清远市广

州（清远）产业转移工业园。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11,665.03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6,493.11 万元。

设计规模为建设 4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24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48,840.00 万元，年均净利润 1,750.44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22.34%，投资回收期 5.96 年。 

3、淮安海龙饲料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淮安海龙饲料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

金湖经济开发区。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27,100.12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6,123.49 万元。

设计规模为建设 6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20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82,495.33 万元，年均净利润 2,746.72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15.66%，投资回收期 7.32 年。 

4、南宁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8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南宁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隆安县。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25,259.7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3,589.0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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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模为建设 10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48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104,484.29 万元，年均净利润 2,488.69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15.17%，投资回收期 7.43 年。 

5、肇庆高要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4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肇庆高要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广东省肇庆

市高要区。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26,666.67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4,679.43 万元。

设计规模为建设 6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24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99,006.88 万元，年均净利润 3,303.98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19.11%，投资回收期 6.50 年。 

6、福州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年产 18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福州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34,544.54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9,075.05 万元。

设计规模为建设 7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18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84,927.36 万元，年均净利润 3,260.14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14.17%，投资回收期 7.94 年。 

7、清远海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清远海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广东省清远市清

新区。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21,600.09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5,053.58 万元。

设计规模为建设 4 条饲料预混料生产线，预混料设计产能为 3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19,800.00 万元，年均净利润 4,417.50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31.61%，投资回收期 4.76 年。 

8、韶关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0 万吨饲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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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实施主体为韶关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广东省韶关市曲

江区白土镇曲江经济开发区。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15,384.67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3,964.32 万元。

设计规模为建设 5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40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68,016.67 万元，年均净利润 1,434.16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13.89%，投资回收期 7.97 年。 

9、清远海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72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清远海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广东省清远市清

新区太平镇盈富工业园区。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39,723.3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36,955.30 万元。

设计规模为建设 15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72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171,539.36 万元，年均净利润 4,682.20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18.10%，投资回收期 6.69 年。 

10、宜城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8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宜城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湖北省宜城市经

济开发区。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17,000.14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6,509.88 万元。

设计规模为建设 6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38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68,276.93 万元，年均净利润 1,908.39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16.56%，投资回收期 7.18 年。 

11、和县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和县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安徽省马鞍山市

和县台湾农民创业园。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21,946.95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1,344.95 万元。

设计规模为建设 7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30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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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77,193.88 万元，年均净利润 2,282.17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15.93%，投资回收期 7.23 年。 

12、开封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开封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18,000.25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7,069.03 万元。

设计规模为建设 7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30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61,038.41 万元，年均净利润 1,590.21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13.35%，投资回收期 8.10 年。 

13、湛江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湛江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广东省湛江市廉江市

金山工业园。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22,092.88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0,380.35 万元。

设计规模为建设 4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20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82,500.00 万元，年均净利润 2,746.88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18.95%，投资回收期 6.56 年。 

14、玉林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玉林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玉林市陆川县北部工

业集中区。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31,186.61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31,186.61 万元。

设计规模为建设 9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45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117,650.13 万元，年均净利润 3,114.50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14.98%，投资回收期 7.42 年。 

15、四川容川饲料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饲料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四川容川饲料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丹棱县陶瓷建材产业

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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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23,431.64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3,431.64 万元设

计规模为建设 5 条饲料生产线，设计产能为 20 万吨/年。 

本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71,236.72 万元，年均净利润 2,390.23 万元，内部

收益率为 14.00%，投资回收期 7.41 年。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28.30 亿元（含 28.30 亿元）人民币，扣除发行

费用后拟全部用于饲料生产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

步扩大公司畜禽和水产饲料的生产规模，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巩固和提升公司在市场的领先地位。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合理、可行，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投产

后，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增强。可转债发行完成后、投资者转股前，

公司的总资产、总负债规模会略有增长，公司资产负债率将略有提升，但仍处于

安全的负债率水平之内。投资者行使转股权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会有所扩大，

资产负债率将会有所降低，公司偿债能力将逐步增强。 

四、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主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的需要，具有必要性。公司投资项

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深化公司全养殖链条服务的发展，有助于巩固和提升公司在

市场的领先地位，增强公司的经营实力。同时，通过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亦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公司的资产规模

和抗风险能力，为后续业务发展提供保障。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给公

司整体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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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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