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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高代次畜禽种源供应为核心竞争

力，因经营发展的需要，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实

现公司种鸡和种猪的双轮驱动，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提高公司抵御

风险和盈利的能力，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2,000.00 万股（含本数），募

集资金不超过 157,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

于募投项目。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7,000.00 万元，扣

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总投资 

拟投入 

募集资金 

一 种猪养殖项目 

1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益生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祖代种猪场建设项目 

43,799.27 30,600.00 

2 双鸽行唐生猪养殖场项目 6,000.00 5,050.00 

3 3,600 头能繁原种母猪场和 100 头种公猪站项目 20,099.06 20,000.00 

4 河北益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祖代种猪场建设项目 36,000.00 35,900.00 

二 饲料生产项目 

5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益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年产 23 万吨饲料厂项目 

10,000.00 6,500.00 

6 山东益仙种禽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饲料项目 10,000.00 6,000.00 

7 桃村饲料加工项目 8,500.00 7,500.00 

8 40 万吨/年饲料加工项目 10,200.00 8,500.00 

三 种鸡孵化场项目 

9 
滨州益生种禽有限公司年孵化 1.5 亿只益生 909

小型肉鸡项目 
22,000.00 9,500.00 



10 东营益生河口种禽孵化及技术研发项目 18,593.11 9,950.00 

11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海阳分公司徐家店

孵化场建设项目 
8,000.00 7,500.00 

四 研发中心项目   

12 益农智慧养殖技术与装备研究院研发项目 10,000.00 10,000.00 

合计 203,191.44 157,000.00 

注：双鸽行唐生猪养殖场项目、河北益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祖代种猪场建设项目、

桃村饲料加工项目和益农智慧养殖技术与装备研究院研发项目为暂定名称，以后

续项目备案文件中的名称为准。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

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

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

能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

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种猪养殖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种猪养殖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项目 

总投资 

拟投入 

募集资金 

1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

益生种猪科技有限公司祖

代种猪场建设项目 

双鸭山益生种猪

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

清县八五二农场 

43,799.27 30,600.00 

2 双鸽行唐生猪养殖项目 
河北双鸽钰农畜

牧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

县 

6,000.00 5,050.00 

3 3,600 头能繁原种母猪场 山西益生种猪繁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 20,099.06 20,000.00 



和 100 头种公猪站项目 育有限公司 

4 
河北益生种猪繁育有限公

司祖代种猪场建设项目 

河北益生种猪繁

育有限公司 
河北省张家口市 36,000.00 35,900.00 

合计 105,898.33 91,550.00 

注：双鸽行唐生猪养殖场项目和河北益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祖代种猪场建设项目

为暂定名称，以后续项目备案文件中的名称为准。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提升我国优质种猪的供应，有助于恢复生猪产能 

受 2018 年 8 月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我国生猪出栏量较

非洲猪瘟疫情前大幅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9 年和 2020

年上半年，我国猪肉产量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21.26%和 19.10%，

生猪供应持续下滑，生猪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在此背景下，2019 年

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一系列扶持生猪养殖行业发展的政策，以恢复生

猪生产和保证猪肉供应。 

恢复生猪产能，种猪先行。公司作为一家畜禽良种公司，在育种

领域深耕三十余年，有着丰富的育种经验，在猪场的规划建设、种猪

的引进及繁育、疫病的防治等领域，都有着相当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提升我国优质种猪的供应，有助于恢复

生猪产能。 

（2）募投项目的建设有助于推动完善良种繁育体系 

种猪的遗传育种与品种改良是养猪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

国内种猪多年来一直依赖进口，主要是因为国内没有健全的种猪育种

体系和生物安全控制体系。我国专注种猪生产的企业中，普遍规模处

于中小型企业，育种素材少，多数没有建立专业化的基因库和专门的

育种实验室，无法进行分子育种的研究与应用。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

实施，公司将建立起更现代、顶级防疫的原种、祖代、父母代的种猪

繁育体系，向社会提供更健康和更优良的种源产品。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国家政策支持种猪生产 

2020 年 12 月 24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生猪种业

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通知强调“加强地方猪遗传资源保护利用”、

“完善生猪种业创新体制机制”、“着力保障优良种猪供给”和“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等。生猪产业关系国计民生。良种是保障生猪产业

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提升生猪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本次募投

项目的实施是公司践行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举措，符合行业发展的政

策导向。 

（2）优质种猪市场需求大 

我国爆发非洲猪瘟以来，生猪养殖行业遭受重创，我国能繁母猪

存栏量大幅下滑，产业出现了三元母猪留种作为能繁母猪的情况。但

遗传基因决定了三元母猪达不到二元母猪的性能，三元母猪普遍存在

配种率低、产仔率低及成活率低等弊端。由于三元种猪占比高企，后

续行业将不断优化母猪群体结构，淘汰性能较差的三元母猪，行业对

于优质种猪的市场需求大。 

 

数据来源：涌益咨询、招商期货研究所 

（3）规模化养殖带动种猪行业的发展 

我国生猪养殖长期以散养为主，规模化程度较低，特别是非洲猪

瘟爆发以来，全国范围内小规模猪场受到巨大冲击，多数小散养户被

迫清场。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政策稳定生猪生产，加快构建现代化生猪

养殖体系，促进国内养猪行业从传统的低水平、散养为主向集约化、

自动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有实力的生猪养

殖企业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兴建规模化养殖基地。 



2010 年-2020 年不同规模养猪企业占比情况 

养殖户 

类型 
规模参数 

2010 年 

占比 

2013 年

占比 

2016 年

占比 

2018 年

占比 

2020 年

占比 

超大规模 
5 万头以上商品猪，3,000

头以上母猪 
1% 4% 10% 20% 25% 

大规模 
5,000 头-5 万头商品猪，

300-3,000 头母猪 
5% 13% 20% 30% 40% 

中等规模

养殖场 

500-5,000 头商品猪，

30-300 头母猪 
30% 23% 20% 18% 15% 

散户 
500 头以下商品猪，30 头

以下母猪 
64% 60% 50% 32% 20% 

总体 全部规模 100%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生猪养殖规模化和规范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对种猪品质和种猪出

栏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具备核心技术和规模优势的种猪育种企业将

更具发展优势。这为公司扩大种猪生产规模，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带

来了机遇。 

（4）符合公司自身发展战略 

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公司种鸡业务排名位居全

国前列，种猪业务起步相对较晚。公司在把肉鸡产业做细、做精、做

强，把肉鸡产业的种源体系（曾祖代、祖代、父母代）建立的更加完

整、更加壮大的基础上，公司加大了对外投资的力度，大力发展种猪

产业。在目前种猪短缺的大背景下，公司大力发展种猪产业，将为公

司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公司将借鉴肉种

鸡发展的成功经验，建立起更现代、顶级防疫的原种、祖代、父母代

的种猪繁育体系，向社会提供更健康和更优良的种源产品。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过可行性论证及项目收益测算，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能够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入。 

5、项目审批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种猪养殖项目审批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 项目环评 



1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益生种猪科

技有限公司祖代种猪场建设项目 

2101-230523-04-01-236037 正在办理中 

2 双鸽行唐生猪养殖项目 正在办理中 正在办理中 

3 
3,600 头能繁原种母猪场和 100 头种公

猪站项目 
2020-140321-03-03-020175 正在办理中 

4 
河北益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祖代种猪

场建设项目 
正在办理中 正在办理中 

注：双鸽行唐生猪养殖场项目和河北益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祖代种猪场建设项目

为暂定名称，以后续项目备案文件中的名称为准。 

（二）饲料生产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饲料生产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项目总

投资 

拟投入募

集资金 

1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

清县益生种猪繁育有

限公司年产 23 万吨饲

料厂项目 

黑龙江益生种

猪繁育有限公

司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

清县八五二农场工业

园区 

10,000.00 6,500.00 

2 
山东益仙种禽有限公

司 10 万吨饲料项目 

山东益仙种禽

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

林家村镇三皇庙村 

10,000.00 6,000.00 

3 桃村饲料加工项目 益生股份 山东省栖霞市桃村镇 8,500.00 7,500.00 

4 
40 万吨/年饲料加工项

目 

东营益生种禽

有限公司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

河口街道海丰路以西、

八吕村北侧 

10,200.00 8,500.00 

合计 38,700.00 28,500.00 

注：桃村饲料加工项目为暂定名称，以后续项目备案文件中的名称为准。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公司成立以来，生产经营规模扩张较快，原有饲料产能无法满足

现有需求，如果外购，不易控制饲料质量，存在疫病传入的隐患。本

次募投的饲料生产项目研发和生产全过程为公司自主生产经营，在原

材料采购、加工生产、运输等环节严格控制，建立高防疫标准，保证

饲料品质与安全，符合国家与行业标准，从饲料端掐断疫病输入的渠

道。 

另外出于运输成本的考虑，饲料从生产端到销售端通常存在运输

半径的限制。本次饲料生产项目的建成将增加公司现有饲料的配套能

力，有利于降低公司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并为新市场的开拓提

供有力保障。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公司具备成熟的饲料营养研发体系，近年来公司加大技术研发投

入并保持稳定增长。公司执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制度，确保饲料原料来

源可靠，饲料生产过程安全。本项目的建成将增加公司现有饲料的配

套能力，减少公司生产成本。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过可行性论证及项目收益测算，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能够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入。 

5、项目审批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饲料生产项目审批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 项目环评 

1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益生种猪

繁育有限公司年产 23万吨饲料厂

项目 

2020-230523-05-03-102778 
双宝环承审

【2020】13号 

2 
山东益仙种禽有限公司年产 10万

吨饲料项目 
2020-370782-01-03-125905 正在办理中 

3 桃村饲料加工项目 正在办理中 正在办理中 

4 40万吨/年饲料加工项目 2020-370503-13-03-050402 正在办理中 

注：桃村饲料加工项目为暂定名称，以后续项目备案文件中的名称为准。 



（三）种鸡孵化场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种鸡孵化场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项目 

总投资 

拟投入 

募集资金 

1 

滨州益生种禽有限公司

年孵化 1.5 亿只益生 909

小型肉鸡项目 

滨州益生种

禽有限公司 

山东省滨州市惠

民县 

22,000.00 9,500.00 

2 
东营益生河口种禽孵化

及技术研发项目 

东营益生种

禽有限公司 

山东省东营市河

口区六合街道海

昌路以西、河王

渠以北 

18,593.11 9,950.00 

3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

限公司海阳分公司徐家

店孵化场建设项目 

益生股份 
山东省烟台市海

阳 

8,000.00 7,500.00 

合计 48,593.11 26,950.00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非洲猪瘟背景下，出现了鸡肉的替代性需求，公司现有种鸡产能

已大幅扩张，部分种蛋通过外部孵化场代孵，存在疫病安全隐患。另

外，公司的孵化场相对于种鸡场分布不均匀，目前仍存在种蛋异地孵

化的情况，这不仅会使公司及客户的成本和风险增加，而且种蛋和种

苗的质量在运输途中受到影响。 

为优化孵化场生产布局、扩大公司孵化能力，减少对客户的配送

距离，降低长期成本，本次募投项目种鸡孵化场项目布局贯彻“贴近

市场、辐射周边”的策略，分布在滨州惠民、东营河口和烟台海阳等

具有良好市场基础的地区，以满足当地及周边市场对公司产品的需

求。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种鸡孵化场项目是公司现有产品的拓展和延伸，公司在白羽肉鸡

行业已深耕多年，拥有行业领先的技术和经验积累，同时公司结合现

有技术水平，基于白羽肉鸡行业的长期发展趋势和公司近年来的销售

增长情况进行了科学的规划，确保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投产和产能消

化。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过可行性论证及项目收益测算，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能够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入。 

5、项目审批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种鸡孵化场项目审批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 项目环评 

1 
滨州益生种禽有限公司年孵化

1.5 亿只益生 909 小型肉鸡项目 

2020-371621-03-03-006922 
正在 

办理中 

2 
东营益生河口种禽孵化及技术研

发项目 

2020-370503-05-03-118468 
正在 

办理中 

3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海

阳分公司徐家店孵化场建设项目 
2020-370687-03-03-12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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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发中心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从成立以来在种鸡和种猪研发方面积累了较强优势，在同行

业中已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为响应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快生猪

种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支持企业加快提升科研创新和良种繁育能

力”、“充分发挥技术联盟作用，合力促进生猪种业平稳健康发展”

的号召，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智

慧育种、智慧防疫、绿色饲料、智慧装备、智慧环控和大数据等方面

开展联合攻关。这将进一步提升公司智能化养殖水平，解决公司快速

发展带来的用工和防疫等瓶颈问题。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研发中心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项目总投

资 

拟投入募

集资金 

1 
益农智慧养殖技术与装备研究

院研发项目 
益生股份 烟台 10,000.00 10,000.00 

合计 10,000.00 10,000.00 

注：益农智慧养殖技术与装备研究院研发项目为暂定名称，以后续项目备案文件

中的名称为准。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研发中心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公司的科研实力将得到增强，整

体竞争力将得到显著提高。研发中心项目本身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3、项目审批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研发中心项目审批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 项目环评 

1 益农智慧养殖技术与装备研究院研发项目 正在办理中 正在办理中 

注：益农智慧养殖技术与装备研究院研发项目为暂定名称，以后续项目备案文件

中的名称为准。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

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募集资金到位后，能够进一步提

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增强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和竞争能力，巩固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仍将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保持

人员、资产、财务、研发、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并保持与公司

关联方之间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本次发行对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



改善，公司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公司的资金实力、抗风

险能力和后续融资能力将得到提升。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短期内不

会产生效益，本次发行可能导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下降，每股收益摊

薄。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获得大额募集资金的现金流入，筹

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未来随着募投项目的逐步建成和投产，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规模将大幅增加，盈利水平将得以提高，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得以增加，从而相应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状况。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

向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提升公司综合实力，为公司持续发

展提供支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是必要且可行的。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0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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