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保荐机构”）作为乐山巨

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就上市公司拟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审慎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2130

号文《关于核准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5.58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3,480.00 万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

币 3,039.53 万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440.47 万元。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瑞华验

字[2017]48280005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50 万张/年汽车革自动化清洁生产线项目 22,830.35 

2 补充流动资金 7,610.12 

合计 30,440.47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情况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上市公司原募投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9,051.85

万元，公司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 21,707.59 万元（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万元）。其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50万张/年



 

 

汽车革自动化清洁生产线项目”受下游汽车整车制造行业低迷影响，公司出于对

募集资金审慎使用的考虑，于 2019 年第二季度开始了该项目建设。由于汽车整

车制造行业的景气度尚未恢复，公司当前产能已能满足已有订单的需求，公司从

经济效率考虑，现阶段继续实施该项目不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利于

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已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100%

股权，将国家大力支持的生猪养殖业务融入上市公司，优化和改善上市公司原有

的业务结构，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因此，公司拟将该项目的剩

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变更为支付收购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现金对价和投

资建设“平塘县优质生猪产业化建设项目-巨星甲茶父母代种猪场”。此次募集资

金变更有利于公司业绩持续增长，为公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新兴增长点，从而实

现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支付收购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现金

对价 
11,750.00 

2 
平塘县优质生猪产业化建设项目-巨星甲茶父

母代种猪场 
9,957.59 

合计 21,707.59 

（一）支付收购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现金对价 

前期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了巨星集团、星晟投

资、和邦集团、孙德越等共 41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

下简称“该次交易”）。 

该次交易购买资产的价格为 182,000.00 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170,250.00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11,750.00 万元。该次交易中，除巨星集团外，

其他交易对象均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交易完成后，相关优质资产和业务纳入上市公司体系，上市公司丰富业务类

型，能够有效拓宽盈利来源，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及后续发展潜力。

因此，该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了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

能力。 



 

 

该次交易已取得了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完成了标的资产过户、上市公司发

行股份并登记上市等手续，关于该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交

易标的基本情况、该次交易的相关风险等，请参见《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等公告文件。 

鉴于该次交易需要支付现金对价 11,750.00 万元，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用于支付现金对价。 

（二）平塘县优质生猪产业化建设项目-巨星甲茶父母代种猪场 

1、项目名称：平塘县优质生猪产业化建设项目-巨星甲茶父母代种猪场 

2、实施主体：平塘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甲茶镇马场村 

4、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工程选址于平塘县甲茶镇马场村，建设各类

猪舍包括配怀舍，分娩舍，公猪舍，后备舍和隔离舍，本项目不涉及猪仔保育、

育肥。辅助设施主要包括外生活区（外生活食堂、外生活宿舍楼、消毒室、门卫

室、配电房）和内生活区（内生活宿舍楼、消毒室），此外还配套有入场道路，

场区围墙、排水，供电，粪污处理，绿化设施等。饲料外购成品的颗粒料，本项

目不生产加工饲料。项目达产后，可存栏母猪 5,400 头。 

5、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 10,716.19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及

附属设施投资 3,538.88 万元，设备投资 2,280.32 万元，引种投资 1,915.00 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2,500.00 万元，其他投资 481.99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9,957.59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6、建设周期及预计效益：本项目建设期为 1 年，预计 2022 年完全达产。本

项目主要财务效益指标测算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单位 金额/比例 备注 

1 营业收入 万元/年 23,504.33 运营后年均 

2 利润总额 万元/年 2,613.55 运营后年均 

3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 16.36 税后 

4 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年 7.33 税后 



 

 

7、项目审批情况：公司已取得了项目的备案、环评批复手续，备案号为平

发改备案【2019】3 号，环评批复为黔南环审【2019】153 号。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项目市场前景 

1、国家政策支持 

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畜牧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

国计民生，属于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产业。目前，猪肉是我国居民最大的肉类消

费品种，为了缓解猪价的周期性波动，保证居民的食物供应，中共中央、国务院

自 2004 年以来连续多年发布的“一号文件”支持农业发展，并陆续出台了一系

列产业扶持政策，在区域发展、行业规划、用地支持、税收优惠、资金扶持等方

面对企业开展生猪养殖给予了支持，推动行业发展。 

2、国内猪肉消费需求巨大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总量的逐年增加、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人民对肉类消费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目前，猪肉仍然

是我国居民肉类消费量最大的食品，不断增长的肉类消费需求将给养殖业提供广

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机遇。 

同时，随着政府和民众近年来对食品安全问题愈加重视，食品安全问题逐渐

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政府也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标准，人们对畜产品种类、质量

及安全性都会提出更高要求。在日益重视食品安全的背景下，大型规模养殖企业

一般拥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再加上建立完善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其生产的猪

肉有较高的质量保证，容易形成品牌效应，必将更多地得到监管部门的支持和市

场消费者的认可，发展前景广阔。 

3、产业呈规模化发展趋势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许多地方的畜牧业发展模式仍以落后

的家庭散养为主。散户养殖技术落后，科学化管理程度不高。随着人们对畜禽产

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在各大城市相继实行畜禽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后，散养模

式由于饲养分散、生产标准不统一、技术管理水平不平衡、卫生防疫难以保障等

问题，生产出的畜禽产品很难经得起市场越来越严格的检验。传统的散养模式向

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的现代养殖模式转变成为畜牧业发展的大势所

趋。 



 

 

2019 年 9 月，国务院《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明确提出，

到 2022 年，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58%左右；到 2025 年，产业素质明显提升，养殖

规模化率达到 65%以上。 

综上所述，本项目市场前景广阔。 

（二）项目风险提示 

1、生猪价格波动的风险 

作为周期性行业，生猪出栏价格的波动主要取决于生猪供求关系的变化。由

于我国生猪养殖行业以农户散养为主，集中度与管理水平均较低，使得绝大多数

养殖户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生猪市场供求变化，仅以当前生猪出栏价格为依据扩张

或收缩养殖规模，最终导致了行业周期性波动的特点。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若生猪出栏价格快速下跌，会对本项目的盈

利能力造成冲击，从而影响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2、动物疫病风险 

动物疫病风险是本项目生产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动物疫病对于畜牧

生产经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三方面：（1）疫病将导致生猪养殖效率下

降甚至死亡，相关防疫部门及公司为控制疫情发展，有可能对部分潜在患病生猪

进行扑杀，直接导致出栏量下降；（2）疫病发生后，公司需在药品、人工等方

面增加投入，导致生产成本上升；（3）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将会影响消费者的消

费心理，致使产品运输、交易及销售受阻，市场需求受到抑制、公司产品销售价

格下降，影响到公司经营效益。 

本项目具有较为严格、完善的疫病防控体系，但如果发生大规模疫病传播，

或者公司疫病防控体系执行不力，公司将面临疫情扩散所带来的产量及销售价格

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甚至产生亏损的风险。 

3、环保政策变化的风险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节能环

保型社会，为了进一步实施上述战略，国家有可能进一步出台更加严格的环保政

策，提高环保标准，从而致使公司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本项目从事的生猪养殖不属于重污染行业，但在实际生产中仍会产生畜禽粪

便、尸体及污水等污染物，其排放标准需符合国家环保监管的相关要求。随着各

级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先后制定了日趋严格的环保标准及规范。



 

 

2014 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明确要求畜禽养殖企业进一步加强对畜禽粪便、

尸体及污水等废弃物进行科学处置，防止污染环境。如果国家及地方政府将来颁

布新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环保监管要求，将使公司环保支出进一步增加，可

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和利润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4、产业政策风险 

猪肉系我国城乡居民重要的“菜篮子”产品，同时猪肉系我国 CPI 指数一篮

子商品的食品部分所占权重最大的单一组成商品。中央及各地方政府近年来出台

了一系列关于生猪养殖的调控政策，包括猪肉储备、猪肉价格调控等方面的具体

政策。 

上述产业政策能够防止猪肉价格发生剧烈波动，稳定畜牧生产，维护养殖户

利益，长期来看有利于生猪养殖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但短期内，本项目存在

因国家生猪产业政策调整变化而带来一定经营风险。 

五、本次变更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表决通过了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业务发展情况作出的

调整，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并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手续。本次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全体独立董

事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内容和决策程序均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的有关规定。本次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和长远发展的战略需要，有利于公司现有资源的整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最大化的原则。监事会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并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西证券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出具同意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系基于公司实际业务发展情况作出的调整，有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

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本次变更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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