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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0 万元（含 500,000 万元），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投资总

额（万元） 

本次募投项目投

资总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额

（万元） 

1 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655,777.11 548,276.95 350,000.00 

2 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及有息负债 不适用 150,000.00 150,000.00 

合计 655,777.11 698,276.95 500,000.00 

注：上述生猪产能扩张项目的项目备案投资总额系根据各项目的各个养殖场备案文件

加总的投资总额，本次募投项目为该备案文件中的部分投资额项目，因此本次募投项目投

资总额小于项目备案投资总额。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内容及投资概算 

生猪产能扩张项目投资总额（本次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为 548,276.95 万元，

其中建设总投资 488,652.93 万元。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350,00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本次募投项

目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1 安徽凤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46,696.70 27,000 

2 蒙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35,251.91 20,000 

3 安徽濉溪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6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71,202.69 50,000 

4 衡水冀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5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58,306.17 45,000 

5 湖北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9,396.07 18,000 

6 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7,637.64 9,500 

7 江苏灌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41,154.49 23,000 

8 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1,758.43 10,000 

9 山东东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5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56,841.25 40,000 

10 菏泽市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9,426.1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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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1,739.98 6,000 

12 商丘市睢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47,094.54 35,000 

13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42,677.73 30,000 

14 黑龙江望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2,188.32 10,000 

15 黑龙江明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2,188.32 8,500 

16 黑龙江富裕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4,716.61 10,000 

合计 548,276.95 350,000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情况 

生猪产能扩张项目的具体审批备案的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 项目环评 

1 
安徽凤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凤发改农经【2017】241 号 

凤发改农经【2017】242 号 

淮环复【2018】14 号 

淮环复【2018】15 号 

2 
蒙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0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017-341622-03-03-009370 

2017-341622-03-03-030840 

2017-341622-03-03-014771 

亳环书【2017】26 号 

亳环书【2017】53 号 

亳环书【2017】41 号 

3 
安徽濉溪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6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淮发改政务【2017】220 号 

淮发改政务【2017】222 号 

淮发改政务【2017】273 号 

淮发改政务【2017】272 号 

淮环行【2017】32 号 

淮环行【2017】33 号 

淮环行【2017】46 号 

淮环行【2017】47 号 

4 
衡水冀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5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冀州发改备字〔2018〕15 号 

冀州发改备字〔2018〕16 号 

冀州发改备字〔2017〕37 号 

冀州环书【2018】21 号 

冀州环书【2018】23 号 

冀州环书【2018】5 号 

5 
湖北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25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017-420682-03-03-148592 

2017-420682-03-03-144189 

2016-420682-03-03-325804 

2016-420682-03-03-325880 

襄审批环评【2018】5 号 

襄审批环评【2018】7 号 

襄审批环评【2016】165 号 

襄审批环评【2016】167 号 

6 
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017-421081-03-03-115372 

2017-421081-03-03-111618 

荆环保审文【2017】168 号 

荆环保审文【2017】175 号 

7 
江苏灌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灌发改备【2017】42 号 

灌发改备【2017】43 号 

灌发改备【2017】56 号 

灌发改备【2018】3 号 

灌环审【2017】43 号 

灌环审【2017】44 号 

灌环审【2018】18 号 

灌环审【2018】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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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发改备【2017】54 号 灌环审【2018】1 号 

8 
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徐铜发经备【2017】342 号 

徐铜发经备【2017】341 号 

铜环发【2018】45 号 

铜环发【2018】41 号 

9 
山东东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5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017-371728-03-03-026031 

2017-371728-03-03-026030 

2017-371728-03-03-026029 

东环审【2017】227 号 

东环审【2017】184 号 

东环审【2017】185 号 

10 

菏泽市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

公司 25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

目 

2017-371702-03-03-034529 

2017-371702-03-03-032979 

2017-371702-03-03-032978 

菏牡环审【2017】11 号 

菏牡环审【2017】12 号 

菏牡环审【2017】13 号 

11 
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豫汴通许农业【2016】01453 

2017-410222-03-03-025804 

豫环审【2016】243 号 

汴环审【2018】2 号 

12 
商丘市睢阳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4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豫商睢阳农业【2017】20181 

豫商睢阳农业【2017】20183 

豫商睢阳农业【2017】20185 

2017-411403-03-03-036415 

豫商睢阳农业【2017】22246 

商环审【2018】2 号 

商环审【2018】3 号 

商环审【2018】4 号 

商环审【2018】35 号 

商环审【2018】5 号 

13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4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017-230623-03-03-016265 庆环审【2017】180 号 

14 
黑龙江望奎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1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望发改 2017-021 

望发改 2017-022 

绥环函【2017】220 号 

绥环函【2017】221 号 

15 
黑龙江明水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1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明发改备案【2017】15 号 

明发改备案【2017】14 号 

绥环函【2017】226 号 

绥环函【2017】227 号 

16 
黑龙江富裕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2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017-230227-03-03-036100 

2018-230227-03-03-038373 

齐环行审【2018】38 号 

齐环行审【2018】39 号 

（三）生猪产能扩张项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1、发展规模化养殖是建设现代畜牧业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生猪饲养仍以散养为主，产业结构不合理。存在良种繁育体系不

完善，层次结构不分明，养猪场基础设施薄弱，选育水平低，供种能力小等一系

列问题，难以适应现代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及

国家各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

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等政策法规，

大力扶持及推进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畜禽养殖，增强畜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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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策引导与养殖效率的要求，我国正推动畜牧业的转型升级，从传

统养殖方式向规模化、生态环保、高效安全的方向发展，增加行业集中度。因此，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响应了国家政策法规对“规模化养殖”的发展要求，符合

畜牧业发展趋势。同时，该项目实施后，公司将新增 475 万头出栏生猪，能让公

司牢牢把握市场转型带来的良机，扩大出栏量、为市场提供稳定的生猪供应。 

2、加强环境治理是现代生态养殖业的重要特征 

生猪养殖产生大量的废水和废物，对环境有很大的污染。散户养殖、小规模

养殖对粪便等固体废物的曝弃，直接造成了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甚至造成

地下水的污染。而大规模养殖场往往能够采用较严格的废物处理和污染治理方

案，能够做到废物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清洁。因此，大规模养殖生猪

更适宜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 

在疾病风险控制方面，散养户的饲养条件差，加上农村卫生防疫体系不健全，

生猪患疾病的风险远高于规模养殖户，而这种风险对于散养户来说是致命的。而

规模化的生猪养殖企业，由于一方面整体防疫能力强，另一方面环境治理又创造

了良好的生态养殖环境，也可大大提高疾病防控能力。 

牧原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种猪、生猪养殖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大规模“工业化”养殖的模式在河南当地乃至全国都赢得了广泛的社会信誉，

产品远销浙江、上海等地区，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牧原公司在发

展规模化养殖的过程中，通过沼气工程等对猪场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取得了十分

明显的生态环境效果。 

3、本产业化项目是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部署 

（1）本项目是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客观需要 

在商品猪和种猪养殖领域，牧原公司在饲养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上已居国内

同行业领先地位。公司产品质量一直在行业中以安全稳定著称，目前无法满足国

内对优质商品猪和良种种猪市场的需求，急需通过新建种猪场、养殖场，扩大养

殖规模，进一步发挥牧原公司技术、管理、营销网络、销售渠道、企业品牌等资

源优势，增强企业竞争力，继续提高高端市场占有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

需求，巩固牧原公司在国内生猪养殖领域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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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项目是提高企业科技、管理实力的需要 

目前，国内的生猪饲养仍以散养为主，科技含量不高，饲养标准和产品质量

难以控制，产品质量差，猪肉质量和成本不能形成优势，造成市场竞争力低、难

以适应国内国际市场的变化。本项目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不断提高

生猪养殖业发展的技术装备水平，积极抓好生猪养殖品种改良、动物疫病诊断及

综合防治、饲料配制、集约化饲养等技术。强化科技教育和培训，提高养殖技术

人员的整体素质。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推动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 

4、丰富“菜篮子”工程，满足人民消费质量提高的需要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地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人民饮食结构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消费结构，正逐步向植

物性与动物性并重方向发展。农村城镇化后，农民生活已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

生活逐步向改善性消费转变，对食品消费需求从量的需求转变到质的要求。同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文化得到改变，人们开

始追求优质、安全、卫生的饮食，消费者对消费食品（产品）品牌、品质、安全

性等有了更高的需求，优质、安全的食品将成为主流食品。在这些条件下，安全

优质的猪肉制品的生产、加工必然得到快速发展，并向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近些年，我国肉类的结构性消费升级发端于大城市，目前正在向中等城市和

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扩散。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连锁超市的发展和冷藏物流手

段的改善，各种冷却分割肉、小包装肉、中西式生熟肉制品等增长迅速，在餐馆

就餐食肉的数量和比重年年上升，为国内肉类工业扩大生产能力、调整生产结构

都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使我国生猪养殖业有了较快发展，以商品代肉畜为代表

的猪肉制品需求有了较大增长。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可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优

质安全猪肉食品，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四）项目的组织和建设 

本项目将由本公司统一组织，由各个全资子公司予以实施，建设期为两年。 

（五）项目用地情况 

本项目的养殖场用地均采用租赁农村土地的方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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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生猪产能扩张项目的主要经济指标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利

润率 

税后财务内

部收益率 

税后投资回

收期（年） 

1 安徽凤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1.79  24.34  5.45  

2 蒙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1.65  24.14  5.48  

3 安徽濉溪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6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1.60  24.07  5.48  

4 衡水冀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5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1.89  24.42  5.44  

5 湖北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1.44  23.96  5.50  

6 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1.41  23.86  5.52  

7 江苏灌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1.47  24.22  5.47  

8 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0.54  22.76  5.68  

9 山东东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5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4.24  27.24  5.11  

10 菏泽市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1.56  24.05  5.49  

11 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1.25  23.67  5.55  

12 商丘市睢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1.72  24.23  5.46  

13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0.81  23.40  5.64  

14 黑龙江望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0.50  22.80  5.67  

15 黑龙江明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0.50  22.80  5.67  

16 黑龙江富裕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0.61  22.92  5.65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生猪产能扩

张项目和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及有息负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的

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后，能够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及有息负

债能够减少公司的负债，增加公司的流动资产，明显改善公司偿债指标，降低公

司财务风险，优化财务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高公司净利润水平，提升

公司的持续融资能力。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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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将

相应增加，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得到大幅

增强。 

四、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用于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和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及有息负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促

进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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