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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生物”“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计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 206,700.00 万元人民币（含本数），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分别用于甘肃天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42万头仔猪繁育及 20万头生猪育肥建

设项目、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头仔猪繁育及 20 万头生猪育肥基地建设项

目、甘肃天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30 万头仔猪繁育及 20 万头生猪育肥建设项目和

补充流动资金。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拟利用募集资金额 

1 
甘肃天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42 万头仔猪

繁育及 20 万头生猪育肥建设项目 
66,601.91 55,569.26 

2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头仔猪繁育

及 20 万头生猪育肥基地建设项目 
52,299.07 43,000.07 

3 
甘肃天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30 万头仔猪

繁育及 20 万头生猪育肥建设项目 
58,186.90 48,430.67 

4 补充流动资金 59,700.00 59,700.00 

合计 236,787.88 206,700.00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甘肃天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42 万头仔猪繁育及 20 万头生猪育肥建

设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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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建设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 

建设地点：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水源镇河清公路强军大道以西，已签订了设

施农用地使用协议。 

实施主体：甘肃天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实施方式：本项目采用增资的形式实施。 

（2）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为父母代种猪繁育基地兼生猪育肥基地，主要投资包括：土建工程投

资、设备及工器具购置安装、种猪购买等投资。 

本项目养殖长白大白父母代母猪 1.68 万头，年繁育商品仔猪 42 万头，育肥

生猪 20 万头。 

（3）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 

2、投资估算及财务评价 

（1）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66,601.91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61,401.91 万元，铺底流动

资金 5,200.00 万元，本项目预计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55,569.26 万元。 

（2）财务评价 

所得税后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4.34%，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为 5.42 年，项目动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6.34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较

好。 

3、项目核准及环评情况 

本项目已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完成项目备案和环境影响评价，具体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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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文号 环评批复文号 

甘肃天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42 万

头仔猪繁育及 20万头生猪育肥建

设项目 

永发改审字[2020]208 号 金环发[2020]519 号 

（二）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头仔猪繁育及 20 万头生猪育肥基地建

设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建设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 

建设地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四团，已签订了设施农用地使用协议。 

实施主体：阿拉尔市天康畜牧有限公司。 

实施方式：本项目采用增资的形式实施。 

（2）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为父母代种猪繁育基地兼生猪育肥基地，主要投资包括：土建工程投

资、设备及工器具购置安装、种猪购买等投资。 

本项目养殖长白大白父母代母猪 1.20 万头，年繁育商品仔猪 30 万头，育肥

生猪 20 万头。 

（3）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 

2、投资估算及财务评价 

（1）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52,299.07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47,544.07 万元，铺底流动

资金 4,755.00 万元，本项目预计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43,000.07 万元。 

（2）财务评价 

所得税后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0.41%，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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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66 年，项目动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6.83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较

好。 

3、项目核准及环评情况 

本项目已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完成项目备案和环境影响评价，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文号 环评批复文号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30万头仔

猪繁育及 20 万头生猪育肥基地建

设项目 

师 市 发 改 （ 农 经 ） 备

[2020]0103 号 
师市环审[2020]104 号 

（三）甘肃天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30 万头仔猪繁育及 20 万头生猪育肥建

设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建设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 

建设地点：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水源镇河清公路 31 公里以南，已签订了设

施农用地使用协议。 

实施主体：甘肃天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实施方式：本项目采用增资的形式实施。 

（2）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为父母代种猪繁育基地兼生猪育肥基地，主要投资包括：土建工程投

资、设备及工器具购置安装、种猪购买等投资。 

本项目养殖长白大白父母代母猪 1.20 万头，年繁育商品仔猪 30 万头，育肥

生猪 20 万头。 

（3）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 

2、投资估算及财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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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58,186.9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53,281.90 万元，铺底流动

资金 4,905.00 万元，本项目预计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48,430.67 万元。 

（2）财务评价 

所得税后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9.93%，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为 6.10 年，项目动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7.41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较

好。 

3、项目核准及环评情况 

本项目已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完成项目备案和环境影响评价，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文号 环评批复文号 

甘肃天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30 万

头仔猪繁育及 20万头生猪育肥建

设项目 

永发改审字[2020]207 号 金环发[2020]522 号 

（四）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的 59,700.00 万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占公司本次发

行拟募集资金总额的 28.88%。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背景与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背景 

1、国家出台政策大力支持生猪标准化和规模化养殖  

目前我国生猪养殖仍以散养为主，产业结构不合理，存在良种繁育体系不完

善、层次结构不分明、养猪场基础设施薄弱、选育水平低、供种能力小等一系列

问题，难以适应现代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各

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

建设的若干意见》《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等政策，大力扶持

及推进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畜禽养殖，增强畜牧业竞争力。根据 201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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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台的《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生猪养殖规模化率到 2022

年将达到 58%左右，到 2025 年将达到 65%以上。 

图：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500 头以上出栏）占比及规划目标 

 

随着政策引导与提升养殖效率的需要，我国正推动畜牧业的转型升级，从传

统养殖方式向规模化、生态环保、高效安全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增加行业集中度。

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响应了国家政策法规对“标准化和规模化养殖”的

发展要求，符合畜牧业及生猪养殖行业发展趋势。 

2、食品安全与环保标准提高，规模化生猪养殖基地建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猪肉及猪肉制品作为日常消费品，直接供消费者选用与食用，其产品安全、

质量状况直接关系着消费者的健康。过去几年，随着“非洲猪瘟”对生猪养殖安

全、产品质量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社会对生猪养殖场环保的诉求提高，各地政

府和生猪养殖企业愈发重视养殖基地建设管理，大型生猪养殖企业纷纷通过建立

现代化的养殖场等方式加强对养殖质量与环保控制。在这一趋势下，生猪养殖场

愈发成为肉制品生产的第一车间，也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出现了一批起到良好示范作用的标准化养殖

基地，促使企业通过加强对人才培养、繁育的优化、疾病的控制以及环境的保护，

做到对猪舍的精细设计，实现在品种改良、饲料营养、母猪繁殖等环节的精细管

控，在清洁消毒、疫苗接种、药物保健等疫病防控环节的精细把握。因此，长期

困扰我国生猪养殖产业效率低、成本高，且环境保护能力较弱的局面逐步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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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标准化、规模化的生态环保型生猪养殖基地将在未来的市场处于竞争优势地位。 

（二）发展生猪养殖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1、进一步满足人们对高质量猪肉产品的需求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

民饮食结构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消费结构，正逐步向植物

性与动物性并重方向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猪肉产品的质量需

求也随之提高。因此，拥有稳定且质量优良的猪肉产品才能在市场上长期保持竞

争力。 

公司作为生猪养殖行业的区域龙头企业之一，凭借着高质量的产品获得了良

好的市场口碑。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并达产后，公司将为市场提供大量品质有保障

的猪肉产品，可较好地满足当地消费者对高质量猪肉产品的需要。 

2、有利于公司抓住生猪产业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提升公司盈利水

平 

近年来，国内主要生猪养殖企业通过持续进行扩产能、降成本、增效率的方

式，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其中，牧原股份、正邦科技、天邦股份、新希望、

温氏股份等同行业上市公司积极通过可转债、非公开发行股票等融资方式募集资

金投入生猪养殖项目。公司需要把握生猪产业发展的有利周期，及时布局、加大

投资、提升生猪养殖效率，从而保持与提高市场份额。 

凭借公司稳定高质的产品、完善的市场销售渠道与服务保障、良好的品牌影

响力，公司生猪养殖业务经营规模增长较快，销售收入稳步增长，生猪养殖出栏

规模受产能限制，趋于饱和。在产品收入方面，公司生猪养殖销售收入从 2017

年的 19,863.34 万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48,114.73 万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55.64%。 

本次募投项目涉及三个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增加

公司的存栏能繁母猪数量以及商品猪的生产能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

公司将新增年出栏 102 万头仔猪/生猪产能，完成公司在新疆、河南、甘肃 300

万头的生猪养殖产业布局，同时公司还将在四川、重庆等地区进一步开展生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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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产业布局，2023 年总体实现 500 万头的生猪养殖产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后，有助于公司抓住生猪产业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进一步将生猪

养殖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3、积极响应“向南发展”战略，助力南疆畜牧业转型升级 

新疆南疆地区在新疆稳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由于历史和环境原因，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发展中形成了“北重南轻”的格局，兵团南疆师团的基础设施

比较薄弱，工业化水平低，经济总量占兵团经济比重少，实力相对较弱。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采取特殊措

施支持南疆发展，高瞻远瞩地作出了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南疆发展的重大战

略部署。兵团向南发展战略，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兵团深

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兵团党委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举全兵团之力，集全兵

团之智，壮大产业带动就业，增强南疆师团的承载力、带动力和影响力。第一产

业是南疆师团的优势产业，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

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是南疆师团产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公司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国有上市公司，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与兵团党委“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本次“天康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头仔猪繁育及 20 万头生猪育肥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能够提

高南疆地区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带动南疆地区生猪养殖相关产业的发展，促

进南疆地区的就业，为南疆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示范作用，对促进兵团南疆师团畜牧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承载力、

增加人口规模、增加就业岗位具有重要意义。 

4、助力公司“健康养殖服务商”和“安全食品供应商”战略目标的实现 

公司一直坚定地依据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紧紧围绕养殖业的关

键环节，包括动物疫苗、饲料饲养、良种繁育、动保以及养殖服务体系支持，提

升养殖效益，实现公司和客户的共赢发展，努力把公司打造成中国一流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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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服务商”和“安全食品供应商”。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生猪养殖规模，

能够有效扩大公司现有市场供给能力、增加市场占有率、提升技术与品牌力，从

而为疆内及全国人民提供营养、环保、高质的猪肉及制品，进而保障公司总体战

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发展生猪养殖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得到各级政府的积极支持 

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提出以保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标，立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长远转变方式

促转型，强化责任落实，加大政策扶持；2019 年 12 月兵团办公厅出台了《加快

兵团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方案（2019-2025 年）》，从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

殖、推动生猪生产科技进步、加快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升饲料保障能力四

个方面加快构建现代化养殖体系，加快推动兵团生猪产业转型升级；2020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并强调了“坚持补栏增养和疫病防控相

结合，推动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国家、各级地方政

府对生猪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给予了全方位支持，有利于促进我国生猪养殖行业

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2、生猪市场下游需求稳健，为募投项目产能消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2011 年至 2017 年，我国猪肉消费量稳步增长；2018 年至今受非洲猪瘟疫情

影响，生猪产能受到影响，猪肉产量降低，猪肉消费量也同比下滑；2019 年我

国猪肉消费量 4,487 万吨，较 2018 年降低 18.86%。根据《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2020—2029）》，在非洲猪瘟疫情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以及猪价回落的带动下，叠

加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及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响，猪肉在未来十年仍将呈增加趋势，

猪肉消费量需求趋于平稳，预计 2020 年猪肉消费量达 4,206 万吨，2021 年猪肉

消费量达 5,177 万吨，2025 年猪肉消费量达 5,853 万吨，展望后期猪肉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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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趋于稳定，预计 2029 年我国猪肉消费总量将达到 6,077 万吨，人均猪肉消费

量将达到 42.30 公斤。我国不断增长的猪肉消费需求将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提供

广阔的市场空间。 

图：2011-2019 中国猪肉消费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Wind 

3、公司畜牧业产业化体系完备，生猪产业化运营经验丰富，能够有效保障

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天康生物是一家实现了现代畜牧业畜禽良种繁育-饲料与饲养管理-动物药

品及疫病防治-畜产品加工销售 4 个关键环节的完整闭合，形成动物疫苗、饲料

及饲用植物蛋白、种猪繁育、生猪养殖、屠宰加工及肉制品销售的全产业链架构

的现代化企业。通过二十年的发展，公司成长为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饲料工业 30 强企业、全国兽用生物制品 10 强企业、全

国养猪行业百强企业，农业部在新疆唯一的兽用生物制品定点生产企业，口蹄疫

疫苗定点生产企业，农业部指定的猪瘟疫苗、小反刍兽疫疫苗的定点生产企业，

农业部确定的 100 家国家猪核心育种场之一，中国畜牧产业链十佳、中国冷鲜猪

肉十佳企业品牌榜，畜牧业产业化体系完备。 

2003 年以来，天康生物与新疆、河南两省、自治区各级政府紧密合作，采

用“公司+标准化养殖基地”的产业化运营模式，在新疆、河南等地建立了两个

百万头生猪产业化基地，成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质量最优的现代化

种猪及商品猪生产企业之一。通过二十年的运营，天康生物积累了丰富的生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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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运营经验。 

公司完备的畜牧业产业化体系及丰富生猪产业化运营经验能够为本次募投

项目的实施提供有效保障。 

4、与时俱进的管理团队和精细化管理模式为项目实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天康生物不断深化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促进

业务转型、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培养了一大批行业内优秀人才，拥有一支

与时俱进的管理团队和一批资深的行业专家。团队成员具备多年丰富的现代化规

模猪场养殖管理经验和优秀的专业知识技能，人才专长涵盖了猪遗传育种、猪场

设计与建设、生产管理、营养与饲喂、疫病防治、环境保护等生猪养殖全方位内

容。 

天康生物在疆内率先建立了先进、完善、专业的生产和设备管理制度，同时

具有完整建设与运营环保、智能、现代化养殖场的经验。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积

累与掌控了自动化环境控制、数字化精准饲喂管理、粪污无害化处理等现代生猪

饲养先进技术，这为公司本次规模化生猪养殖场项目建设、实施提供了丰富经验，

可有效助力项目顺利达产并稳定运行。 

5、持续的科技创新投入，为募投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天康生物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康生物企业技术中心被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被国家发展改革委认定为“动物用生物制品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目

前公司聚集了一大批行业技术专家，组建了以博士、硕士带头的中青年研发团队，

具有强大的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技术服务能力；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

兽医研究所、兰州兽医研究所、上海兽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新

疆畜牧科学院、新疆农业科学院等都有完善的产业化实质合作研发专题。同时还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以顾问的身份参与研发工作，例如与中国农业大学马秋刚教

授合作。通过上述举措，有效将产学研进行深度融合，极大地加快了公司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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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公司一直坚持科技创新投入，完善疫病防治和动物保健体系，严格执行疫病

防治制度，公司目前为行业内少数几家拥有猪口蹄疫 O 型、A 型产品的企业之

一，猪瘟 E2 疫苗为行业首个能够区分野毒和免疫感染的疫苗，同时公司 P3 实

验室建设接近尾声，为公司未来在前端进行研发提供了更大可能；除此之外，公

司在饲养技术、营养保健、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方面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投入，

进一步提高公司疫病防控能力、提高产品品质与保障食品安全，巩固公司在国内

生猪品质方面的良好口碑，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6、良好的销售体系布局为募投项目的产能释放提供保障 

公司的生猪养殖业务主要在新疆、河南、甘肃等全国核心养猪区域，生产的

种猪和仔猪主要销往新疆和其他西北地区的养殖企业、养殖场和农户；育肥猪主

要销售给天康食品，由天康食品进行屠宰加工为各类热鲜肉、冷鲜肉和冷冻肉等

产品后进行销售。多年来，公司积极响应自治区提出的“走出去”发展战略，努

力打造新疆著名肉类品牌，天康种猪、天康仔猪、天康猪肉成为全国行业名优产

品。 

公司根据不同区域，确立了以乌鲁木齐市场为核心，以新疆为基础的全国市

场规划。目前，天康放心肉精细分割产品已进入内地 14 个省、市、自治区的 31

个大中城市，公司在新疆、河南、甘肃及其他主要省市地区累积发展了广泛而稳

定的客户群体。公司在疆内广泛而稳定的客户群体和疆外潜在的市场需求能够为

本次募投项目产能消化提供保障。 

（四）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1、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带来对补充流动资金的需求 

受益于农牧行业整体市场规模的增长和公司综合竞争实力的提升，公司经营

规模持续扩大，近年来，公司业务发展迅速，营业收入规模逐年扩大。2017 年-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63,002.57 万元、527,303.24 万元和 747,631.64 万元，

复合增长率达到 27.07%。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公司经营规模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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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扩大，营运资金需求也将相应增加。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能够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提升公司的竞争力，降

低经营风险。 

2、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增强发展后劲 

生猪养殖场建设与销售渠道的布局属于资金与技术密集型行业，项目建设期

间投资金额相对较大、回收期相对较长。公司采用股权融资方式进行主业扩大与

优化将有效提高公司整体经营效益、提高公司抵御行业周期性波动风险能力以及

增强公司经营稳健性，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增强发展后劲。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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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

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投资项目围

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生猪养殖加工业务的规模，

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提

升整体盈利水平。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资金实力将得到增强，净资产规模进

一步提升，公司财务状况得到改善，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有利于增强公司

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虽然短期内会

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指标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伴随投资项目

经济效益的逐步释放，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将得到提升，盈利能力将得到

进一步加强。 

五、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有关产业政策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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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能够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能够为公司带来良好

的经济效益及社会贡献，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合理、可

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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