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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8         证券简称：京基智农        公告编号：2020-070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是否能够如期顺利履行尚

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

影响，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双方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

而定。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均在正常履行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框架协议签署概况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管局”）就深圳市“菜篮子”

产品稳产保供合作事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二、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标 

双方将共同推动深圳市“菜篮子”产品供应基地建设工作，公司在深圳市外

打造多个集饲料生产、育种、育肥、屠宰加工、仓储和冷链物流于一体的生猪产

业链项目，并在深圳市内建设“菜篮子”综合体，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构建

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可追溯产业链，在同等市场条件且不违背各方已签署的

各项生效法律文件前提下，按照年出栏 500 万头的规模，优先向深圳市供应生猪

及各类肉制品。 

（二）合作内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 5 

 

1、市市场监管局在职责范围内协调支持公司在深圳市内利用光明自有地块

（地块位于光明区公明街道马山头村，土地证号为宝府国用字（1992）第 0600432

号，现有土地面积 111,321 平方米）高标准建设集研发、冷链物流、战略储备为

一体的“菜篮子”综合体（不含生猪养殖），涵盖畜禽加工品分级整理、深加工、

包装、质量验证、结算服务、委托购销、代理储运、信息服务等配套功能的标准

化、绿色化、智慧化的现代化“菜篮子”产品集散中心，优化、完善深圳市农副

产品流通基础设施体系，完善深圳市“菜篮子”应急保障、食品安全体系。 

2、市市场监管局在职责范围内协调支持公司参与深圳国际食品谷项目建设，

在未来农业、安全食品、健康营养三大领域积极开展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产业

示范等合作，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食品科技创新中心、农业食品科研基地，落

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健康中国战略，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居民对食品营养健

康与食品安全的需求。 

（三）双方权利和义务 

1、市市场监管局有权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协议，督促公司按期完成

生猪产业链项目、“菜篮子”综合体的建设投资及建设内容，达到预期目标。 

2、市市场监管局对公司生产的“菜篮子”产品按照国家规定和程序进行检

验检疫、检查、监督、指导，并对公司在疫病防控、安全生产等方面进行监管和

指导，公司必须按规定落实好主体责任。 

3、市市场监管局在职责范围内协调支持公司积极到深圳市外开展“菜篮子”

产品供应基地建设，在不影响市场公平竞争前提下，协助支持公司依法获得符合

深圳市“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需求的项目资源，包括但不限于生猪全产业链项

目所需的养殖、饲料、屠宰、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用地和生猪养殖指标等。 

4、市市场监管局在职责范围内协调支持公司“菜篮子”综合体项目纳入到

深圳市重大项目、深圳市“十四五”规划、国际食品谷建设、深圳市食品安全重

点工作等相关规划中，以完善深圳市“菜篮子”产品供应保障体系。 

5、市市场监管局在职责范围内协调支持公司依法办理“菜篮子”综合体项

目工商注册、检验检疫、生产许可等相关手续，在不影响市场公平竞争前提下，

对公司项目所需的审批手续给予支持，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尽快办理公司相关

申报的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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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有权充分利用自有土地、资金等资源，在符合国家和深圳市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情况下，依法取得项目建设所需的土地使用权及项目建设和

生产经营相关的审批、许可；有权独立、自主开展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自主对

项目工程进行招投标，自主选择设计单位设计项目工程，自主选择施工单位负责

项目及配套设施建设，自主进行经营管理。 

7、公司承诺在取得项目地土地使用权或土地经营权后按协议约定积极开工

建设并投产，按计划投资建成集饲料生产、生猪养殖、屠宰加工、仓储和冷链物

流等于一体的生猪全产业链体系，在满足项目当地需求后，承诺优先供应深圳市

场。 

8、公司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供深食品要求，做好疫病防控、动物卫生、安全

生产、产品质量安全、环境保护等工作。 

9、公司通过生猪全产业链项目整合项目地优质特色农产品资源，积极为深

圳市拓展“菜篮子”产品、“圳品”供应渠道，满足深圳市民的消费需求。 

10、公司在项目建设和生产运营过程中积极开展相关科技创新工作，加大数

字化、智能化技术在项目中的推广、运用，推动农业食品产业现代化智慧化发展。 

三、签署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深圳市食品供应需求大，对外依存度高。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工作部署要

求，深圳市需要确保约 70%的猪肉自给率。公司本次与市市场监管局签署框架协

议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参与深圳“菜篮子”供应保障体系建

设。同时，框架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双方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公司可以在市

市场监管局的支持下推进生猪养殖产业的发展，加速构建农业全产业链。 

本次所签署框架协议项下的合作内容仅为双方之间的战略合作意向，具体的

项目合作内容及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双方另行友好协商并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的

约定为准。因此，框架协议在一定时间内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

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为公司与市市场监管局进行战略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具

体的合作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根据合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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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 

签署时间 协议对方 框架协议名称 截至目前进展 

2019 年 8 月 21 日 

高州市人民政府 
高州市年出栏 100 万头生猪产业链项目

投资框架协议 
一期项目已引种 

徐闻县人民政府 徐闻养猪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一期、二期项目已开工；

一期已实现引种投产 

2019年 10月 18日 华南农业大学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已成立华南农业大学京

基智农技术研究院 

2019年 10月 30日 
茂名市电白区人民

政府 

茂名市电白区年出栏 50万头生猪产业链

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合作正在进行 

2019年 11月 13日 梅州市农业农村局 
梅州市年出栏 60万头生猪产业链项目投

资框架协议 
合作正在进行 

2019年 11月 18日 文昌市人民政府 
文昌市年出栏 30万头生猪养殖产业链项

目招商投资框架协议书 
项目已开工奠基 

2019年 11月 30日 贺州市人民政府 
贺州市年出栏 200 万头生猪养殖产业链

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项目已开工奠基 

2020 年 1 月 20 日 

开平市人民政府及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正在进行 

新会区人民政府及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正在进行 

台山市人民政府及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正在进行 

2020 年 5 月 18 日 汕尾市农业农村局 
汕尾市年出栏 60万头生猪养殖产业链项

目投资框架协议 
合作正在进行 

2020 年 5 月 22 日 贺州市人民政府 

贺州市年出栏 500 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

目合作框架协议（含前述“年出栏 200

万头生猪养殖产业链项目”） 

合作正在进行 

2020 年 8 月 13 日 阳江市人民政府 阳江市农业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合作正在进行 

2020年 10月 13日 
云浮市云安区人民

政府 

云浮市云安区年出栏 200 万头生猪养殖

全产业链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合作正在进行 

2020 年 11 月 9 日 广西农业农村厅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正在进行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10 月 22 日、11 月 1 日、11 月

14 日、11 月 19 日、12 月 2 日、2020 年 1 月 22 日、5 月 19 日、5 月 23 日、8 月

19 日、9 月 29 日、10 月 15 日、11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63、2019-092、201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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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9、2019-100、2019-103、2020-004、2020-028、2020-029、2020-043、2020-059、

2020-060、2020-067）。 

2、在本框架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股无变动。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

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

公司股份的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