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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0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19-091 

债券代码：128030    债券简称：天康转债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9日召开了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会议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一）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01 号）的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开发行了 1,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及保荐费尾款人民币

14,500,000.00 元后，截至 2017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

认购资金人民币 985,500,000.00 元。再扣除保荐费首付款、债券登记费、律师

费、会计师、资信评级、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3,949,600.00 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1,550,400.00 元，该募集资金净额已经希格

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希会验字[2017]0120 号”验

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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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以及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的监管要求，公司就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兽用生物安全三级防护升级改造

项目 
21,442.00 16,722.00 

2 甘肃永昌猪场一期项目 9,000.00 9,000.00 

3 河南汝州大程猪场一期项目 9,700.00 9,700.00 

4 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新疆基地 32,000.00 28,587.00 

河南基地 33,000.00 30,000.00 

5 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 5,991.00 5,991.00 

合  计 111,133.00 100,000.00 

其中，生猪养殖产业化建设项目——新疆基地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地点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

拟投资额

（万元） 

新疆基地 

1 
天康原种猪

猪场项目 
昌吉市农业科技园区 

新疆天康原种猪

育种有限公司 
12,000.00 8,587.00 

2 
中盛天康猪

场项目 

兵团第六师共青团农场现代

农业科技园区 

新疆中盛天康畜

牧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20,000.00 

小计 32,000.00 28,587.00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概述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公司拟

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做出变更，原投资项目生猪养殖产业化建设项目—新疆

基地的“中盛天康猪场（二期）项目”变更为“新疆芳草湖农场现代化生猪繁育

场建设项目”。 

“新疆芳草湖农场现代化生猪繁育场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为 13,000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该项目由公司全资公司新疆芳草湖天康畜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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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实施，实施地点为新疆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 22 连。 

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29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根据《公司章程》、《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及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本次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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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说明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盛天康猪场项目”拟在兵团第六师共青团农场现

代农业科技园区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20,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 36 个月，项目

建成后将用于繁育商品仔猪。 

截至 10 月 31日，该项目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6,480.83 万元，未使用募集

资金余额 13,519.17 万元（不含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结合目前非洲

猪瘟疫情及生猪养殖市场情况，公司计划在中盛天康猪场一期项目建设完毕后，

不再进行二期项目建设，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3,519.17 万元中，除

3,519.17 万元将继续用用于中盛天康猪场一期项目建设外，余下 10,000 万元募

集资金用于“新疆芳草湖农场现代化生猪繁育场建设项目”建设。 

（二）变更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中盛天康猪场项目”规划建设 9,600 头父母代猪场，分两期建设，每期

4,800 头。2019 年 4 月，在二期项目即将开工时，新疆米东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中盛天康距离该疫点较近，且紧邻乡村道路，不利于非洲猪瘟防控。同时，中盛

天康圈舍采用大跨度设计，集约化饲养，一旦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将造成重大损

失。 

新疆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 22 连，位于芳草湖农场东北方向，深处古尔班

通古特沙漠腹地，距离芳草湖总场 20 余公里，周边人员稀少，无生猪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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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环境优越。圈舍设计为分散的单列式设计，更有利于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公

司经过认真地风险评估，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原投资项目

生猪养殖产业化建设项目—新疆基地的“中盛天康猪场（二期）项目”变更为“新

疆芳草湖农场现代化生猪繁育场建设项目”。 

综上所述，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项目运作需要，有利于加快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快速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取竞争优势，尽快实现投资效

益，不会对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新募投项目名称：新疆芳草湖农场现代化生猪繁育场建设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新疆芳草湖天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新

疆天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3、项目建设地点：新疆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 22 连 

新疆芳草湖天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已通过签订设施农用地使用协议的形式

取得了相关项目实施用地。 

4、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5、项目建设内容：项目新建后备猪舍保育舍 6栋，母猪舍 10 栋，猪舍配套

建设办公室、生活区、隔离区及辅助设施。猪场占地面积 800 亩，饲养母猪 10,000

头。项目达产后，每年计划提供优质种猪及仔猪 30万头。  

6、项目建设期：2018 年-2019 年。 

7、项目投资计划 

项目总投资 13,000 万元。其中：建（构）筑工程投资 8,450 万元，占总投

资的 65%；仪器设备投资 3,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3.08%；其它投资 1,550 万元，

占总投资的 11.92%。 

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8、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均营业收入 18,000 万元，净利润为 3,000 万

元，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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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项目备案与环保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明》（芳场备〔2018〕2号）及《关于新疆芳草湖天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芳草湖

农场 10 万头现代化生猪养殖场（二场）备案变更的确认意见》（芳经办发〔2019〕

17号）。 

    已取得新疆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关于新疆天康芳草湖农场 10 万头现代化

生猪养殖场（二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师环审〔2018〕12 号）。 

    10、其他 

本项目审核通过后，公司将督促新疆芳草湖天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符合四方监管要求的商业银行新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管理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并用于“新疆芳草湖农场现代化生猪繁育场

建设项目”，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与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银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本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采取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新疆芳草

湖天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借款的形式进行。 

  

（二）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及项目面临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近期，根据国家生猪统计，我国生猪缺口严重，预估 2019 年缺口在 1,200

万吨左右。结合国家和自治区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生猪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把

生猪产业发展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以及按照天康生物生猪产业战略布局调

整。从扶持资金、养殖贷款、土地划拨、税收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新疆以农业

为基础，种植了大量的小麦、玉米、油葵等农作物，能够为养殖业提供大量用于

饲料的农副产品，为天康公司养殖业特别是养猪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提

供丰富的饲料资源。 

芳草湖天康公司位于五家渠辖区，有丰富的饲料资源为养猪业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近年来，为了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天康公司充分依托自身的资源优

势和产业优势，紧紧围绕区域经济发展，以建立良种猪繁育体系为中心，进行标

准化规模养殖和商品化生产，同时创新编制与规模化猪场生产配套的集成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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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系。天康公司已对种猪场基础设施、品种数量和质量、供种能力等展开实质

性工作。 

标准化规模化猪场是选用具有优良种猪，使用标准化养猪圈舍和设备，应用

标准化的生产管理技术和卫生防疫体系，进行标准化商品猪生产，从而实现养猪

生产的现代化、科学化、节约化、环保化。提高商品猪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项目实施是适应新疆生猪市场发展趋势的需要，也是天康公司生猪产业发展急需

的科研计划项目。 

新疆芳草湖天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现代祖代猪场养殖建设项目，在公司现有

的种猪和饲料资源优势、技术和配套设备设施优势、品牌和市场优势等方面的基

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后确定的，综合实力分析项目建设有充分的可行性。 

 

    2、项目实施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 

    （1）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随着国家对规模化养殖转型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大，生猪养殖近年来逐渐成

为行业热点，不少企业及资本均直接或间接进入生猪养殖行业推进市场集中度提

高。但是，生猪养殖行业进入门槛仍然不高，仍以大量散养农户为主。由于散养

农户缺乏市场信息收集能力，其市场行为往往滞后，产品价格高的时候散户养殖

热情上升，补栏数量上升，价格低的时候散户热情下降，补栏数量下降，导致市

场竞争形势出现周期性波动，对规模化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造成一定冲击。 

    从短期看，由于公司产品销售区域主要在新疆和河南，其面临的市场竞争风

险将主要来自当地散养农户进入及退出行业造成的局部冲击。从中长期看，随着

行业整合，市场集中度提高，规模化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可能将进一步增强，销

售网络也可能进一步覆盖全国。一旦公司不能及时应对竞争格局的变化，调整市

场营销策略，增强自身竞争力，未来公司的市场份额和收益水平可能因激烈市场

竞争而下降。 

    （2）生猪价格波动的风险 

    中国生猪养殖市场的集中程度目前仍然相对较低，大量散养户在猪肉价格高

时进入，在猪肉价格低时退出，从而影响市场供给量的稳定性，导致行业供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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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呈现出较大的周期性波动，造成产品价格的较大波动性。近十年来，我国猪肉

价格经历了多轮价格周期，价格波动性特征明显。公司养殖业的主要产品为猪肉

产品，受到行业周期性供需变化的影响，面临价格波动风险，公司经营业绩也将

面临明显的波动风险。如果未来市场供需情况发生较大波动导致供应大于需求， 

则公司猪肉产品的价格将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其经营业绩可能下滑甚至出现亏

损。 

    （3）重大动物疫情风险 

    近年来，国内外口蹄疫、禽流感、猪链球病、蓝耳病等，特别是2018年发生

的非洲猪瘟疫情，对生猪养殖业有较强破坏力的传染病疫情时有发生。畜禽疫病

的发生容易导致畜禽生产成本的上升，烈性疫病的发生容易导致畜禽产品的死

亡，从而影响生产成本和市场供应，对未来期间市场供求和价格造成不确定影响。

另外，畜禽疫病的蔓延加上社会部分言论误导，容易引起消费者心理恐慌，造成

整个市场需求的迅速萎缩，致使畜禽养殖企业面临较大的销量与销售价格压力。

虽然公司十分重视疫病防治，但一旦发生大面积疫情，将使公司面临较大的经营

风险。 

    虽然公司的生猪养殖业务具有完善的疫病防控体系和能力，但若其周边地区

或自身疫病发生频繁，或者其疫病防控体系执行不力，将面临生猪发生疫病所引

致的产量下降、盈利下降风险。 

公司具备动物疫苗、饲料及饲用植物蛋白、种猪繁育、生猪养殖、屠宰加工

及肉制品销售的全产业链架构，在降低养殖成本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此外，公司

将持续改善养殖技术、提高管理水平等进一步降低养殖成本，来抵御生猪养殖的

市场风险。 

综上所述，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投资项目，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

也存在着发展机遇，从公司长远发展看，利大于弊，且也会给公司带来良好的经

济效益。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变更事项的意见  

2019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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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全体独立

董事发表了无异议的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是结合公

司发展情况作出的调整，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综合考虑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有利

于更加合理、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用途，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方向，仍为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此次变更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事

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二)保荐机构意见 

长城证券作为天康生物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

行了审慎核查，经核查后认为： 

1、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的无异议意见； 

2、公司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主要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项目运

作的需要，新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具有较高的可行性，本次变更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发展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尽快实现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

的利益。 

基于上述情况，长城证券对天康生物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无异

议。 

 (三)监事会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基于公司的实际

经营情况，对募投项目进行充分分析、论证后做出的适当调整，与公司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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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一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生猪养殖业务的长远

发展。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现行有关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六、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相关安排  

根据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若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  

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即有权将其持有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  

本次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债

券持有人会议及股东大会审议，若债券持有人会议及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该事

项，公司将披露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提示性公告，届时公司将按照公告内容办 

理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相关事宜。  

 

七、备查文件  

1、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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