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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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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北农”）于 2020

年 12 月 1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安顺大北

农新建年产 36 万吨绿色无公害饲料生物科技园一期工程的议案》、《关于投资四川宜

宾市筠连县 50 万头生态养殖项目二期存栏 2400 头母猪场建设的议案》、《关于投资

雅安市芦山县 30 万头生猪生态养殖项目二期存栏 5000 头母猪场建设的议案》、《关

于新疆吉木萨尔年产 12 万吨绿色无公害饲料加工项目的议案》、《关于重庆大北农新

建年产 18 万吨饲料项目的议案》、《关于宜宾大北农年产 12 万吨绿色无公害饲料厂

项目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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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大北农年产 36 万吨绿色无公害饲料生物科技园项目

（一）投资概述

在非洲猪瘟疫情的持续影响下，公司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抢抓养猪产业发展机

遇，助力百姓菜篮子工程，协力地方稳产保供,同时为了加快在西南地区的发展步伐，

完善公司产业发展布局，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安顺大北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顺大北农”），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购买土地 50 亩，用于建设年产 36 万吨

绿色无公害饲料生物科技园。该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20,000 万元，其中项目一期建设

18 万吨猪饲料生产线及附属设施，投资额为 9,926 万元。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安顺大北农年产 36 万吨绿色无公害饲料生物科技园项目一期工

程

2、建设地点：安顺市西秀区工业园区

3、建设主体：安顺大北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年产 18 万吨猪饲料生产线

5、建设周期：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

6、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该项目具体投资规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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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款 流动资金 总投资

安顺大北农年

产 36万吨绿色

无公害饲料生

物科技园项目

一期工程

年产 18万
吨绿色无公

害生物饲料

生产线及附

属设施

2020年 12月
—

2021年 12月
909 3,291 2,661 3,065 9,926

（三）拟设立新公司情况

1、新公司名称：安顺大北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核定的为准）

2、注册地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工业园区

3、注册资本：1,000 万元

4、股权结构：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

5、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农业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农业信息技术开

发服务；饲料生产与销售；畜禽养殖与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粮食购销、

农业副产品销售；销售：兽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签约主体：

甲方：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政府

乙方：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主要内容：

（1）公司拟在安顺市西秀区建设年产 36 万吨绿色无公害饲料生物科技园，占

地面积 50 亩，拟总投资 20,000 万元。

（2）项目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土地、生产车间及库房等辅助用房、建设办公楼及

员工生活用房、购买及安装饲料生产线设备等。

（3）甲方负责协调乙方及项目公司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征地拆迁、水电路



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工作，并配合协调乙方及项目公司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支持乙

方项目公司融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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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好项目用地相关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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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目前公司华南养殖平台已经在贵州开展生猪养殖，并且在安顺及其周边地区，

已经具有产品销售网络，安顺地处黔中腹地，区域发展潜力巨大。公司投资安顺饲

料项目，提供的产品主要是为了积极配合公司生猪养殖和贵州省内饲料销售的发展

规划，满足部生猪养殖对饲料的需求，加快公司在贵州特别是安顺及其周边地区的

发展。该项目将进一步聚焦高端高附加值饲料产品，抢抓猪高端料市场，提高市场

占有率。

2、存在的风险

饲料生产销售主要风险受生猪存栏及生猪行情影响较大。目前公司已经具有稳

定的生产存栏量，且公司在生猪养猪，特别是防控非洲猪瘟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

市场销售服务的专业化，风险基本可控。同时，拥有一批专业的管理团队，可有效

规避上述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项目尚处于筹备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

重大影响。该项目的建成，将增加公司饲料的市场占有率，同时聚焦高端产品，进

一步树立公司高端产品的品牌形象，且贵州饲料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能给公司带来

较好的投资收益。

二、四川宜宾市筠连县 50 万头生态养殖项目二期

（一）投资概述

为了更好支持宜宾市筠连地区农业发展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四川驰阳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驰阳”）于 2017 年 10 月与筠连县人民政府签订《投

资协议》，拟在筠连县投资建设生猪循环农业生态养殖项目，项目目标为年出栏生猪

50 万头。其中宜宾市筠连县 50 万头生猪生态养殖项目一期建设项目投资规模为存栏



2400 头种猪场，目前已完工。

现计划推进宜宾市筠连县 50 万头生猪生态养殖项目二期项目，拟建设第二个

2400 头种猪场，该项目满负荷生产后可实现年出栏生猪 6万头。该项目拟投资总额

为 5763 万元，由四川驰阳全资子公司宜宾金驰阳作为实施主体，资金来源于宜宾金

驰阳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四川宜宾筠连沐爱存栏 2400 头商品种猪生态养殖项目

2、建设地点：宜宾市筠连县沐爱镇楠坪村

3、建设主体：宜宾金驰阳农牧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存栏 2400 头二元母猪舍及相关配套设施。

5、建设周期：7个月（2020 年 12 月-2021 年 6 月）

6、资金来源：宜宾金驰阳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7、投资预算及构成：

总投资 5,763 万元，具体投资内容及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投资额

土地款 基建款 设备 引种资金 流动资金 总投资

四川宜宾筠连

沐爱存栏 2400
头商品种猪生

态养殖项目

四川宜宾筠连

沐爱存栏 2400
头商品种猪生

态养殖项目

25 2,240 1,325 1,470 703 5,763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规模：建设存栏 2400 头母猪场及配套设施。

2、当地政府协助完成种猪场用地申报，并负责三通一平（水、电、路及场地平

整）。

3、公司采取“公司+家庭农场”和“自繁自养”两种模式，实现智能化、集约

化、工厂化、标准化，实行产业链全程管理的一条龙生产经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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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猪养殖主要风险来自猪病引发大规模的死亡，通过公司专业技术团队的服务，

疾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猪价波动幅度较大，对于公司经营利润影响也较大，

但猪场所需的饲料基本为公司内部供应，原料成本及质量优势非常明显，对价格的

波动承压能力较强。

3、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建设能有效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并落实公司转型战略，如果按期开展完成，

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有较大的影响，也有利于提高我们公司在当地和行业的影响

力，实现生猪规模养殖业务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效益最大化。

三、雅安市芦山县 30 万头生猪生态养殖项目二期

（一）投资概述

为了更好支持雅安市芦山地区农业发展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四川驰阳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驰阳”）于 2018 年 4 月与芦山县人民政府签订《投

资协议》，拟在芦山县投资建设生猪循环农业生态养殖项目，项目目标为年出栏生猪

30 万头。其中一期建设投资规模为存栏 2400 头种猪场，年出栏生猪 6万头项目已于

2020 年 6 月投产。

现雅安市芦山县 30 万头生猪生态养殖项目二期项目，拟建设第二个 5000 头种

猪场，该项目满负荷生产后可实现年出栏生猪 12.5 万头。项目投资总额为 11,026

万元。该项目由四川驰阳全资子公司芦山金驰阳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芦山金

驰阳”）作为实施主体，资金来源于芦山金驰阳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芦山县双石存栏5000头商品种猪场

2、建设地点：雅安市芦山县双石镇西川村

3、建设主体：芦山金驰阳农牧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存栏5000头母猪舍及相关配套设施。

5、建设周期：7个月（2020年12月-2021年6月）

6、资金来源：芦山金驰阳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7、投资预算及构成：总投资11,026万元，具体投资规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投资额

土地款 基建款 设备 引种资金 流动资金 总投资

芦山双石存栏

5000头商品种

猪场

建设猪场及

配套设施
387 4,240.6 2,390.5 2,805 1,202.9 11,026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规模：建设存栏 5000 头母猪场及配套设施。

2、当地政府协助完成种猪场用地申报。

3、公司采取“公司+家庭农场”和“自繁自养”两种模式，实现智能化、集约

化、工厂化、标准化，实行产业链全程管理的一条龙生产经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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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猪养殖主要风险来自猪病引发大规模的死亡，通过公司专业技术团队的服务，

疾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猪价波动幅度较大，对于公司经营利润影响也较大，

但猪场所需的饲料基本为公司内部供应，原料成本及质量优势非常明显，对价格的

波动承压能力较强。

3、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建设能有效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并落实公司转型战略，如果按期开展完成，

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有较大的影响，也有利于提高我们公司在当地和行业的影响

力，实现生猪规模养殖业务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效益最大化。

四、新疆吉木萨尔年产 12 万吨绿色无公害饲料加工项目

（一）投资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大北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大北农”）拟在

新疆自治区昌吉州吉木萨尔县投资建设年产 12 万吨绿色无公害饲料加工项目。该项

目为一期工程，项目拟征地不低于 80 亩，全部用于生猪饲料生产，建成后年产 9万

吨全价配合（颗粒）饲料，3万吨浓缩料。项目计划由新疆大北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拟设立的下属全资子公司新疆北庭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庭



大北农”）为建设实施主体。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北庭大北农自有资金及银行

贷款。

（二）设立新公司情况

1、新公司名称：新疆北庭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名称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核定的为准）

2、注册地址：新疆自治区昌吉州吉木萨尔县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4、出资情况：新疆大北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拟全额出资，持股 100%。

5、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饲料生产、饲料及添加剂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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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昌吉吉木萨尔县年产 12 万吨绿色无公害饲料加工项目

2、建设地点：新疆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庭工业园区初定地块

3、建设主体：新疆北庭大北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年产 9万吨猪全价配合（颗粒）饲料，3万吨猪浓缩料

5、建设周期：11 个月（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1 月）

6、资金来源：新疆北庭大北农牧业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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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7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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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昌吉吉木萨

尔县年产 12万吨

绿色无公害饲料

加工项目

年产 12万吨绿

色无公害猪饲料

生产线及相关配

套设施

2020 年 12
月-2021年

11月
224 2,804 2,069 1,000 6,097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规模：本项目建设投资额为 6,097 万元，在新疆自治区昌吉州吉木萨尔

县建设年产 12 万吨绿色无公害猪饲料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

2、当地政府协助完成饲料厂用地的申报和相关手续的办理工作。

3、公司除满足大佑吉新疆区养猪平台对饲料产品的需求外，还将大力发展周边

市场，并与养猪平台紧密结合推动育肥猪放养模式的全面展开。



4、公司与大佑吉新疆区养猪平台紧密结合形成区位优势，为进一步打造大北农

全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为了加快新疆区在北疆地区经营发展，更好地服务公司在新疆地区养猪产业，

经公司、大佑吉西北平台新疆区养猪平台以及吉木萨尔县政府前期多次沟通、实地

勘察，公司拟在吉木萨尔县北庭工业园区投资建设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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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为大佑吉西北平台新疆区养殖平台在吉木萨尔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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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

区的饲料销售的整体布局，将提升公司饲料在全疆市场占有率，对公司未来盈利能

力产生促进作用，有利于公司在新疆地区的销售业务实现服务专业化、管理规范化、

效益最大化。

五、重庆大北农新建年产 18 万吨饲料项目

（一）投资概述

为加快推进公司饲料科技产业“1+N”产品拓展战略的实施，依托公司全资子公

司重庆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大北农”）猪料及反刍料发

展的基础，利用重庆大北农科技研发优势，加快大北农重庆事业部的发展步伐，提

高重庆大北农在西南市场的占有率及盈利能力，重庆大北农拟在重庆合川工业园购

买土地 30 亩，用于建设重庆大北农合川饲料科技园（简称“大北农(合川)科技园”），

规划年产能 18 万吨饲料生产基地，拟投资总额 6,937.60 万元，该项目拟由重庆大

北农与重庆合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约，由重庆大北农建设实施。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大北农(合川)科技园



2、建设地点：重庆市合川区工业园区

3、建设主体：重庆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建设规模：年产 18 万吨饲料

5、建设周期：2020 年 11 月-2021 年 11 月

6、资金来源：重庆大北农自筹资金

该项目具体投资规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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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款 总投资

大北农(合川)科
技园

6万吨反刍饲料 12
万吨高档猪饲料

2020年 11
月-2021
年 11月

600 3,582.60 2,755 6,937.60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签约主体：

甲方：重庆合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重庆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主要内容：

（1）重庆大北农拟在重庆市合川区建设饲料科技园，占地面积 30 亩，拟总投

资 6937.60 亿元，建设年产 18 万吨饲料项目，项目签约后，由重庆大北农建设实施。

（2）项目包括一条反刍料线，一条猪饲料线，生产建设资金 6937.60 万元，建

设时间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11 月。

（3）甲方负责协调乙方及项目公司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征地拆迁、水电路

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工作，并配合协调乙方及项目公司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支持乙

方项目公司融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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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好项目用地相关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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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场的猪饲料及西南市场反刍料容量较大，发展潜力巨大。公司投资重庆

市场的猪饲料及西南市场反刍料项目，是为了积极配合公司猪饲料及反刍饲料的发



展规划，加快公司在重庆市场猪饲料及西南反刍事业的发展，能够提高猪饲料和反

刍饲料在重庆市场及西南市场的占有率。该饲料项目将坚持“高端、高档”战略方

针，进一步聚焦高端高附加值产品，抢抓猪饲料及反刍饲料高端市场。

2、存在的风险

由于重庆市场整体的养殖水平不高，同时养殖业易受疾病影响，另外大宗原材

料的价格波动也会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项目尚处于筹备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

重大影响。该项目的建成，将增加公司猪饲料及反刍饲料的市场占有率，同时聚焦

高端产品，进一步树立公司高端产品的品牌形象，能给公司带来较好的投资收益。

六、宜宾大北农年产 12 万吨绿色无公害饲料厂项目

（一）投资概述

公司全资孙公司宜宾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大北农”）拟在

四川省宜宾市投资建设年产 12 万吨绿色无公害饲料加工项目。该项目为一期工程，

项目拟征地不低于 26 亩，全部用于生猪饲料生产，建成年产 12 万吨绿色无公害配

合饲料。项目由宜宾大北农公司为建设实施主体。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宜宾

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四川省宜宾大北农 12 万吨绿色无公害饲料加工项目

2、建设地点：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罗龙工业园区兴园路 4号地块

3、建设主体：宜宾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年产 12 万吨绿色无公害猪配合饲料

5、建设周期：8个月（2021 年 3 月-2021 年 11 月）

6、资金来源：宜宾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7、投资预算及构成：总投资约为 7,352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时间

投资构成（万元）

土地 建筑 设备 流动资金 总投资

四川省宜宾大 年产 12万吨绿 2021 年 3 1,230 2,361 2,261 1,500 7,352



北农 12万吨绿

色无公害饲料

加工项目

色无公害猪配

合料生产线及

相关配套设施

月-2021
年 11月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本项目的建设投资规模总额为 7,352 万元。

2.本项目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罗龙工业园，建设年产 12 万吨猪饲料生产车

间及相关配套设施。

3.公司采取“饲料+技术服务+综合平台运营”的业务模式，通过与产业上下游

及当地相关企业组织的紧密合作，参与农业实体扶贫，积极融入乡村振兴大战略及

系列行动，推动川南地区养殖业进一步科学化、智能化、高效化，助推养殖户发展

致富。

（四）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为了加快四川区在宜宾、泸州、自贡地区经营发展，更好地服务公司在四川地

区养猪产业，经公司、四川养猪平台、四川驰阳养猪平台以及南溪区罗龙工业园区

政府前期多次沟通、实地勘察，公司拟在宜宾市南溪区罗龙工业园投资建设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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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为四川养殖平台、四川驰阳养猪平台在筠连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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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

区的饲料销售的整体布局，将提升公司饲料在四川市场占有率，对公司未来盈利能

力产生促进作用，有利于公司在四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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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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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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