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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葫芦岛饲料年产

24 万吨猪配合料生产线项目的议案》、《关于云南省砚山县 50 万头生猪生态

农业项目二期投资建设的议案》、《广西金秀县年出栏 50 万头生猪暨种养循

环生态农业项目二期建设投资议案》、《关于投资雅安市汉源县 50 万头生猪产

业发展项目一期议案》、《关于霍邱县金风种猪投资年产 5 万头种猪养殖项目

的议案》、《关于武汉农牧投资恩施年产 12 万吨饲料加工项目的议案》、《关

于沧州市沧县投资建设第一种猪场项目的议案》、《关于追加内蒙大佑吉 2400

头核心场投资的议案》。上述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就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葫芦岛饲料年产24万吨绿色无公害猪配合料生产线项目 

（一）投资概述 

公司孙公司沈阳英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葫芦岛大北农牧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葫芦岛大北农”）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打渔山经济

开发区投资建设年产24万吨绿色无公害猪配合料生产线项目。项目由葫芦岛饲

料为建设实施主体。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投资方沈阳英大的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葫芦岛饲料年产24万吨绿色无公害猪配合料生产线 

2、建设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打渔山经济开发区 

3、建设主体：葫芦岛大北农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建设规模：年产24万吨绿色无公害猪配合料及相关配套设施 



 

5、建设周期：10个月（2021年3月-2021年12月） 

6、资金来源：葫芦岛大北农自筹 

7、投资预算及构成：总投资约为11,500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

位：万元）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投资规模：本项目建设投资额为11,500万元，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打渔山经

济开发区年产24万吨猪配合料及相关配套设施。 

（四）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1）葫芦岛市优势明显，水路、陆路货运等都符合建设饲料厂要求。 

（2）周边市场容量较大，并且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目前饲料市场容量达

60万吨，能够快速实现新厂销量增长，实现有效经营和较好投资回报率。 

2、存在的风险 

由于饲料厂受猪周期的影响较大，市场行情可能会出现不稳定性，可能存

在产能不足等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1）强大的品牌、规模、技术、研发、人才、资金等优势； 

（2）辽宁经营管理团队对辽宁的养殖习惯、养殖模式等相对熟悉，能够快

速切入市场； 

（3）在葫芦岛市及周边区域已经有一定的销量基础，建厂后发展更迅速； 

（4）距离火车站、港口相对较近，物流成本较低。 

二、云南省砚山县50万头生猪生态农业项目二期 

（一）投资概述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开始

时间 

投资额 

土地款 设备购置 
其他工

程支出 
流动资金 总投资 

葫芦岛饲料

年产 24 万吨

绿色无公害

猪配合料生

产线 

年产 24 万

吨绿色无公

害猪配合料

及相关配套

设施 

2021 年 3

月-2021 年

12 月 

1,500 3,671 2,329 4,000 11,500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华南养猪平台）的全资子

公司云南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昌农”）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与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人民政府签定《砚山县年出栏 50 万头优质肉猪暨种养

循环生态农业项目》投资协议。其中云南省砚山县年出栏 50 万头生猪暨种养

循环生态农业项目一期建设，投资规模是存栏 5,600 头母猪场。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正式开工建设，将于 2020 年 11 月投产。（公告编号：

2020-106） 

现云南昌农拟建设云南省砚山县年出栏 50 万头生猪暨种养循环生态农业

项目二期项目，投资建设存栏 2.8 万头育肥场及相关配套设施，拟投资总额

7,257.69 万元。该项目由云南昌农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资金来源于云南昌农

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云南省砚山县存栏 28,000头育肥场项目  

2、建设地点：云南省砚山县维摩乡 

3、建设主体：云南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存栏 28,000头育肥场及相关配套设施 

5、建设周期：2020年 11月开工，预计投产时间 2021 年 4月份。 

6、该项目资金来源为：股东投入及拟设立的项目公司自筹与银行贷款。 

7、具体投资规模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时

间 

投资额 

基建款 设备款 
工程其

他费用 

工程预

备费用 

流 动

资金 
利息 总投资 

云南省砚山

县年出栏 50

万头生猪项

目二期工程 

存栏28,000头

育肥场及相关

配套实施 

2020 年 11

月-2021年

4月 

3,112.49 1,822.46 779.34 285.71 886.51 371.18 7,257.69 

（三）对外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1、投资规模：本项目建设投资额为 7,257.69 万元，在云南省砚山县维摩

乡倮可腻村建设存栏 28,000 头商品猪的育肥场及相关配套设施，暨年出栏

56,000 头商品猪。 



 

2、本项目是云南省砚山县年出栏 50 万头生猪暨种养循环生态农业项目二

期项目，以提高砚山县生猪养殖发展为目标，用于扩大公司发展及配套一期母

猪场项目出栏仔猪。 

（四）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响应公司养猪大创业的战略布局，布局云南规模猪场，仔猪及商品猪出栏

齐头并进，快速实现效率、效益双提升。本项目通过资本注入、技术优势、养

殖经验、政策支持相结合，优势明显。 

2、存在的风险 

生猪养殖主要风险来自猪病引发大规模的死亡，同时猪价波动影响公司经

营利润，但通过公司专业技术团队的服务及内部供应原料，疾病风险在可控范

围之内，以原料的成本及质量承受对猪价的波动压力。 

3、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养殖规模的扩大和经营实力的不断提升，公司将进一步打造集饲

料加工、种猪扩繁、商品猪饲养为一体的生猪产业链。项目公司全面负责云南

地区生猪产业化项目的建设、运营，有利于业务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效益最

大化。  

三、广西金秀县年出栏 50 万头生猪暨种养循环生态农业项目二期 

（一）投资概述 

公司控股孙公司广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华南养猪平台公司）（以下

简称“广西农牧”）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签定《金秀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投资协议。其中金秀县年出栏 50 万头

生猪暨种养循环生态农业项目一期建设，投资规模是存栏 3,600 头母猪场。该

项目已于 2020年 3月 1日正式开工建设，将于 2020年 12 月投产。 

广西农牧现拟将建设广西金秀县年出栏 50 万头生猪暨种养循环生态农业

项目二期项目，存栏 30,000 头育肥场及相关配套设施。该项目由广西农牧作为

项目的实施主体，资金来源于广西农牧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金秀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项目（二期）  



 

2、建设地点：广西金秀县桐木镇古院村  

3、建设主体：广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存栏 30,000头育肥场及相关配套实施 

5、建设周期：2020年 12月开工，预计投产时间 2021 年 6月份。 

6、该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与银行贷款。 

7、具体投资规模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三）对外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1、投资规模：本项目建设投资额为 8,000 万元，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桐

木镇古院村建设存栏 30,000 头商品猪的育肥场及相关配套设施，暨年出栏

60,000 头商品猪。 

2、本项目是广西金秀县年出栏 50 万头生猪暨种养循环生态农业项目二期

项目，以提高金秀县生猪养殖发展为目标，以扩大公司发展及配套一期母猪场

项目出栏仔猪。 

（四）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响应公司养猪大创业的战略布局，布局广西规模猪场，仔猪及商品猪出栏

齐头并进，快速实现效率、效益双提升。本项目通过资本注入、技术优势、养

殖经验、政策支持相结合，优势明显。 

2、存在的风险 

生猪养殖主要风险来自猪病引发大规模的死亡，同时猪价波动影响公司经

营利润，但通过公司专业技术团队的服务及内部供应原料，疾病风险在可控范

围之内，以原料的成本及质量承受对猪价的波动压力。 

3、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开始

时间 

投资额 

基建款 设备款 
工程其

他费用 

工程预

备费用 
流动资金 利息 总投资 

金秀现代生

态农业示范

园项目（二

期）       

存栏

30,000 头

育肥场及

相关配套

实施 

2020 年 12

月 
4,254.57 2015.7 368.39 199.16 1005.38 156.80 8,000 



 

随着公司养殖规模的扩大和经营实力的不断提升，公司将进一步打造集饲

料加工、种猪扩繁、商品猪饲养为一体的生猪产业链。项目公司全面负责广西

地区生猪产业化项目的建设、运营，有利于业务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效益最

大化。 

四、雅安市汉源县50万头生猪产业发展项目一期 

为了更好支持雅安市汉源地区农业发展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公司控股

子公司四川驰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驰阳”）拟设立全资子公

司汉源金驰阳农牧有限公司，通过与雅安市汉源县政府合作投资项目，在当地

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生态生猪养殖项目，该项目规划建成后年出栏生猪50万头。

项目第一期拟投资建设1个5,000头种猪场，总投资10,685万元。具体内容如

下：  

（一）投资概述 

该项目总投资约10,685万元（实际投资及建设规模以经有关部门批复的项

目申请报告为准），总建设工期约7个月（从取得项目用地使用权并具备合法开

工手续之日起第20天起开始计算），建设内容包括：建设1个5000头种猪场。 

（二）设立新公司情况 

1、新公司名称：汉源金驰阳农牧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核定的为准） 

2、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 

3、注册资本：3,000万元  

4、出资情况：四川驰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拟全额出资，持股100%。  

5、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种猪繁育、养殖及销售，养猪技术咨询与技术服

务，农作物种植及销售。（最终经营范围以注册审批为准）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汉源县马烈箭竹坪5000头种猪场项目 

2、建设地点：汉源县马烈乡新华村 

3、建设主体：汉源金驰阳农牧有限公司（拟） 

4、建设规模：在汉源县相关乡镇农业及设施用地200亩；建设存栏5000头

纯种及二元种猪场1个。 



 

5、建设周期：2020年12月—2021年7月 

6、资金来源：四川驰阳自筹及银行贷款 

7、投资预算及构成：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时

间 

投资额 

土地款 基建款 设备 引种资金 流动资金 总投资额 

汉源县马烈箭

竹坪5000头种

猪场项目 

建设猪场

及配套设

施 

2020年12

月-2021

年7月 

38 4,452 2,055 2,805 1,335 10,685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总投资 10,685万元，四川驰阳成立项目子公司完成。 

2、汉源县政府权利和义务： 

（1）协助项目选址、落实项目用地、办理项目的各类手续及相关证件，协

调解决开工前的相关问题。 

（2）负责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平整、电力和通讯设施迁移、果树等青苗

的赔付、农房拆迁。并负责对项目用地给予五通一平。 

（3）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向上争取该项目的发展专项资金，并全部用于该

项目的发展。 

（4）公司享受汉源招商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 

3、项目投资方权利和义务： 

（1）在当地成立由其独资或控股的养殖项目公司。公司享受国家制定的鼓

励支持畜牧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享受省、市、县政府招商引资制定的相关

优惠政策。 

（2）公司在正式签订投资协议后，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并开工建设 ，合法

经营，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3）公司主动接受政府监督指导，与用工人员签订符合国家劳动法的用工

合同。 

（4）公司应做好动物防疫，主动接受政府动物防疫部门的监督指导，严防

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 



 

（五）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主要是因为四川驰阳养殖业务的发展，需要快速在四川省

内布局养殖基地，并同时支持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 

2、存在的风险  

由于养殖项目投资大，回收周期长，因此对投资方的资金筹集能力要求

强，另外，养殖项目受环保、价格、疫情等影响大，需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

力。 

3、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如果按期开展，将有效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也有利于提

高公司在当地和行业的影响力。 

五、霍邱县金风种猪育种有限公司投资年产5万头种猪养殖项目 

（一）投资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长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下属孙公司霍邱县金风种猪育

种有限公司拟在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瓴乡新仓村建设存栏 2,400 头种猪、年

产 5 万头二元种猪及商品育肥猪项目，该项目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项目由霍邱县金风种猪育种有限公司为建设主体。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霍邱县金风种猪育种有限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

贷款。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霍邱县金风种猪育种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头种猪养殖项目 

2、建设地点：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瓴乡新仓村 

3、建设主体：霍邱县金风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存栏种猪 2400头、年产二元及商品猪 5 万头 

5、建设周期：6个月（2020年 12 月至 2021年 5月） 

6、资金来源：霍邱县金风种猪育种有限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7、投资预算及构成：总投资约为 10,000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开始时间 

投资额 

基建款 设备 引种 流动资金 总投资 

霍邱县金风种

猪育种有限公

司年产 5 万头

种猪养殖项目 

 

2400 头种猪

存栏及全程

饲养配套设

施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5

月 

4,000 2,000 2,100 1,900 10,000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在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瓴乡新仓村建设存栏 2,400 头种猪、年

产二元种猪及商品猪 5 万头养殖项目，建设养殖场及配套设备、设施、员工宿

舍、门卫室等设施。 

2、租赁霍邱县冯瓴乡新仓村设施农用地 600 亩，已完成项目备案、公司注

册、设施农用地备案、项目能评、项目环评等相关手续； 

3、项目公司保证项目合法经营，自觉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依法依

规办理好相关手续，接受当地政府辖区内国土、林业、环保、农业、畜牧、安

全生产等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四）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响应公司养殖大创业的战略布局，布局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种猪场，为子公

司增加产能，快速实现效率、效益双提升。本项目通过资本注入，技术优势、

政策支持相结合，优势明显。该项目能有效利用当地优势资源，有利于公司+农

户模式的快速推进，符合公司养猪事业发展规划。 

2、存在的风险 

行情可能会出现不稳定性，存在猪群疾病风险、政策风险、饲料原料价格

波动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此项目建设能有效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实现现代养猪业快速发展。猪场前期

建设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该项目的

实施可推动霍邱县畜禽养殖和清洁生产，加快发展循环经济，促进霍邱县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项目产品市场前景广阔，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不大，技术方案



 

合理，建设条件成熟，并十分注意消防、安全、环保、节能等配套措施，具有

较强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可持续能力。 

六、武汉农牧投资恩施年产12万吨饲料加工项目 

（一）投资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大北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农牧”）

拟在湖北省恩施市投资建设年产12万吨饲料加工项目。该项目为一期工程，项

目拟征地不低于30亩，全部用于生猪饲料生产，建成后年产10万吨全价配合

（颗粒）饲料，2万吨浓缩料。项目由武汉农牧为建设实施主体。本次对外投资

的资金来源于武汉农牧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恩施年产12万吨饲料加工项目 

2、建设地点：湖北省恩施市白杨坪工业园区9#地块 

3、建设主体：武汉大北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年产10万吨猪全价配合（颗粒）饲料，2万吨猪浓缩料 

5、建设周期：12个月（2020年11月-2021年10月） 

6、资金来源：武汉农牧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7、投资预算及构成：总投资约为7,000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投资规模：本项目建设投资额为5,000万元，在湖北省恩施市白杨坪建设年

产12万吨猪饲料生产车间及相关配套设施。 

（四）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为了加快湖北区在恩施地区经营发展，更好地服务集团在恩施地区养猪产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时间 

投资额 

土地 基建款 设备 流动资金 总投资 

恩施年产12万

吨饲料加工项

目 

12万吨猪料

生产车间及

相关配套设

施 

2020 年11月

-2021年10月  
356 3,002 1,642 2,000 7,000 



 

业，经公司、中南养猪平台以及恩施州政府前期多次沟通、实地勘察，公司拟

在恩施州投资建设年产12万吨饲料项目。 

2、存在的风险 

由于养殖行业猪周期的存在，市场行情可能会出现不稳定性，同时可能存

在猪群疾病风险、政策风险、饲料原料价格波动的因素，饲料生产量可能存在

达不到经济产能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为中南养殖平台在恩施新建猪场产能配套建设，依托山区对非瘟等

疫情的自然屏障，能有效利用当地较为集中的养殖优势。在投资建厂阶段，对

公司财务费用不会影响太大，该项目投产后有利于推动公司在恩施地区的饲料

销售的整体布局，将提升公司饲料在恩施市场占有率，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产

生促进作用，有利于公司在恩施地区的销售业务实现服务专业化、管理规范

化、效益最大化。 

七、沧州市沧县投资建设第一种猪场项目 

（一）投资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河北养猪平台公司）下属

子公司沧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县大北农”）拟在河北省

沧州市沧县投资建设沧县第一种猪场项目，该项目为一期项目工程，存栏

10,000头的二元母猪场及相关配套设施。整个项目满负荷生产后可实现年出栏

生猪20万头。项目由沧县大北农为建设实施主体。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沧县大北农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沧县第一种猪场项目 

2、建设地点：河北省沧州市沧县高川乡南北村 

3、建设主体：沧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存栏10,000头二元母猪暨年出栏20万头商品仔猪猪场建设及

相关配套设施 

5、建设周期：7个月（2020年12月-2021年6月） 

6、资金来源：沧县大北农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7、投资预算及构成：总投资约为20,000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开始时间 

投资额 

基建款 设备 引种 流动资金 总投资 

沧县第一种

猪场项目 

10,000 头

存栏母猪场

及相关配套

设施 

2020 年12月 7,910 6,750 3,340 2,000 20,000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投资规模：本项目建设投资额为20,000万元，在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建设存

栏10,000头二元母猪暨年出栏20万头商品仔猪猪场及相关配套设施。 

（四）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为了加快公司生猪养殖产业华北地区的发展，结合华北区域实际情况，科

学规划、合理布局，养殖基地重点放在适宜养殖与放养的华北，生猪销售主要

面向京津冀及周边，市场需求量大、发展前景良好。因此，公司以沧县大北农

为主体建设实施该项目，满足公司在北京、天津、山西、内蒙、河北等地采用

控股、参股、租赁、新建等多种方式经营生猪养殖与放养的规划。 

2、存在的风险 

由于养殖行业猪周期的存在，市场行情可能会出现不稳定性，同时可能存

在猪群疾病风险、政策风险、饲料原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此项目建设能有效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并落实公司转型战略。猪场前期建设

阶段，对公司财务费用不会影响太大，该项目投产后有利于推动公司在华北地

区的生猪养殖整体布局，将为公司未来饲料配套销售带来新的增长点，对公司

未来盈利能力产生促进作用，有利于公司在华北地区的生猪规模养殖业务实现

服务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效益最大化。 

八、追加内蒙大佑吉2400头核心场投资的项目 

（一）投资概述 



 

2020年3月20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大佑吉猪业有限公司向公司申

请投资筹建2,400头原种猪育种基地项目。项目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

翼前旗三岔口乡，总用地 2743 亩。项目所在地交通十分便利，项目地水源及

电源充足，附近十公里范围内无 3,000 头以上规模化猪场，通风、光照良好，

场址四周是戈壁与部分林地，核心母猪区四面环山，防疫条件有利，是良好的

猪场建设地，符合规模化猪场建设选址各项要求。本项目主要投资内容如下： 

1、项目名称：内蒙古乌兰察布2,400头核心原种场建设项目 

2、项目主体：内蒙古大佑吉猪业有限公司 

3、项目地点：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三岔口乡 

4、投资规模：2,400头规模曾祖代育种猪舍及配套设施 

5、资金来源：自筹 

6、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投资内容 

 

建设周期 

投资构成（万元） 

建筑 设备 合计 

内蒙古乌兰察布

2400头核心原种场

建设项目 

2400头规模曾祖代繁

育猪舍及配套设施 

2020 年 6 月—

2021年4月 

 

6,280 

 

3,320 

 

9,600 

  

内蒙古乌兰察布2,400头核心原种场建设项目原固定资产总投资预算为

9,600万元。根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该项目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

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依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精神，该项目于2020

年4月3日审批通过。 

（二）追加投资情况 

本项目于2020年6月开始施工，随着建设的推进及行业、公司对非洲猪瘟防

疫等生物安全意识的不断提高，公司深入思考曾祖代猪场对养殖环境的更高要

求，决定在原有工艺方案上做出适度调整。首先，采用更先进的空气净化方

案，增加空气净化系统建筑面积、设施及设备投资。其次，为最大化减少各猪

舍之间接触机会，增加了转猪通道及隔离设施面积、设备方面的投资。经测

算，上述方案调整后，总投资将增加到12,200万元。调整后投资总额及构成如

下： 

   投资构成（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内容 建设周期 建筑 设备 合计 

内蒙古乌兰察布2400头

核心原种场建设项目 

2400头规模曾祖代繁

育猪舍及配套设施 

2020 年 6 月 —

2021年4月 

 

7,880 

 

4,320 

 

12,200 

（三）投资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可能存在的风险 

由于养殖行业猪周期的存在，市场行情可能会出现不稳定性，同时可能存

在猪群疾病风险、政策风险、饲料原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2、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该项目的

实施会增加公司饲料、兽药疫苗的销售，降低项目服务区域养殖成本。 

九、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