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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1-035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西藏隆子县玉麦

湘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五丰”）拟以现金方式

704.10 万元入股西藏隆子县玉麦湘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玉麦湘”）。

玉麦湘为公司关联方湖南乡村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村设施”）全资

子公司。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

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及其金额： 

1、过去 12 个月（2020.4.1-2021.3.31）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湖南省现代农业产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农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累计金

额为 14,571.49 万元。 

2、2020 年 12 月 16 日，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湘

集团”）、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均与现代农业集团签

署了《表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现代农业集团、兴湘集团、建工集团为一

致行动人。从 2020.12.16-2021.3.31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现代农业集团的一致行动

人兴湘集团、建工集团，以及兴湘集团、建工集团下属公司的交易累计金额为  

5,836.84 万元。 

3、过去 12 个月（2020.4.1-2021.3.31）公司与前述同一关联人（指现代农业

集团、兴湘集团和建工集团及其各自的下属公司）以外的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类别

相关的交易（股权投资）的金额为 0 万元。 

●投资金额： 

公司拟与隆子县人民政府全资子公司隆子县聂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2 
 

称“聂雄投资”）共同增资玉麦湘。 

增资前，玉麦湘实缴注册资金 2,000 万元，湖南乡村设施建设有限公司持股

100%。 

增资后，玉麦湘注册资本 3,520.49 万元，其中：乡村设施以协议约定价格

2,112.29 万元，持股比例为 60%；新五丰以现金方式增资 704.10 万元，持股比例

为 20%；聂雄投资以现金方式增资 704.10 万元，持股比例为 20%。     

本次增资扩股事项完成后，由玉麦湘投资新建藏香猪养殖基地、藏香猪颗粒

饲料加工厂、藏香猪繁育基地。 

●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特别风险提示： 

存在生猪疾病疫情的风险；生猪价格持续波动对公司经营的风险；原材料价

格波动的风险；环保政策变化的风险；国家行业政策变化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积极探索发展特色养殖产业链，充分发挥公司养殖技术经验，公司拟与隆

子县人民政府全资子公司隆子县聂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增资西藏隆子县玉

麦湘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增资前，玉麦湘实缴注册资金 2,000 万元，湖南乡村设施建设有限公司持股

100%。 

增资后，玉麦湘注册资本 3,520.49 万元，其中：乡村设施以协议约定价格

2,112.29 万元，持股比例为 60%；新五丰以现金方式增资 704.10 万元，持股比例

为 20%；聂雄投资以现金方式增资 704.10 万元，持股比例为 20%。     

本次增资扩股事项完成后，由玉麦湘投资新建藏香猪养殖基地、藏香猪颗粒

饲料加工厂、藏香猪繁育基地。 

（二）交易的审议情况 

2021 年 4 月 29 日，新五丰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关联董事何军、朱

永胜、刘艳书、熊鹰、胡静、龙林均回避了表决，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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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资西藏隆子县玉麦湘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公司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关于增资西藏隆子县玉麦湘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议案》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有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规定。本次

投资事项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发展，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其他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的具体关系为：中湘海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湘

建设”）为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二建”）为中湘建设的全资子公司；湖南乡村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为二建

的全资子公司； 玉麦湘为乡村设施的全资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6 日， 公

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农业集团与兴湘集团、 建工集团分别签署了《表决权委托

与一致行动协议》。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此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 3,000 万元以上，且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当事人基本情况  

公司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

调查。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玉麦湘为公司关联方乡村设施全资子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南乡村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跃进路 135 号湖南省石化行业离退人员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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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后勤保障中心新办公楼二、三楼,老综合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丁梅芳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 

经营范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管理服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流转中

介服务；旱地改水田建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及

配套建设；农田修复；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复垦；休闲农业项目开发

经营；农业项目、生态农业旅游的开发；特色小镇的运营维护；特色小镇的策划；

矿山生态经济型修复研发与治理；农业园艺服务；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依法需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关联方乡村设施的全资子公司衡南县天浩农牧有限公司、祁东县天晟

农牧有限公司、桂阳县天恒农牧有限公司、衡南县天赋农牧有限公司、涟源市天

磊农牧有限公司、桂阳县天铭农牧有限公司、祁阳县天辉农牧有限公司、永兴县

天栎农牧有限公司进行租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23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租赁猪场暨

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及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披露的《湖

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 

除此以外，乡村设施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乡村设施的经审计资产总额 20,873.05 万元；资产

净额 9,699.29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300.71 万元。 

（三）非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隆子县聂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隆子县县城常德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扎西江村 

注册资本：壹千捌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31 日 

经营范围：扶贫项目与产业项目投资、商业投资、水厂管理、机械设备租赁、

物业管理、建设项目投资、车辆运输租赁、公共资源开发管理、砂石厂开采、加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132908160248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8731406721307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8731406721307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578133927570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8601731363667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1376052062735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344506710432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737449554452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737449554452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393205304312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39320530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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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销售、政府经营性资产管理、对外投筹资、政府闲置资产管理、房屋出租。

（依法需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聂雄投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

它关系。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聂雄投资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5,404.86 万元；

资产净额为 283.57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530.35 万元；净利润为-232.27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的名称：公司拟以现金方式 704.10 万元入股玉麦湘，持股比例为 20%。 

交易的类别：对外投资 

2、权属状况说明 

玉麦湘科技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藏隆子县玉麦湘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隆子镇忙措村三组扎玛坝子  

法定代表人：丁梅芳 

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8 日 

经营范围：农牧产品的养殖、屠宰、加工及销售；饲料的种植及加工；农

牧产品冷链及物流；饲养技术服务及推广；自有厂房的租赁；农业设备的租赁（依

法需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玉麦湘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

它关系。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玉麦湘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025.73 万元；

负债总额 3,033.94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991.78 万元；由于项目处于建设阶

段，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0.00 元，净利润为-8.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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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3月31日，玉麦湘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170.33万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 1,987.17 万元；由于项目处于建设阶段，2021 年一季度，营业

收入为 0.00 元，净利润为-4.61 万元。 

4、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经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21]034

号)， 经评估，玉麦湘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

值为 2,112.29 万元，较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额为 120.51万元，增值率

为 6.05%。 

（二）增资事项 

交易三方同意以标的公司的评估值为基础，拟将标的公司按照 2,112.29 万

元作价，乡村设施持有增资扩股后标的公司 60%的股权；新五丰以现金增资人

民币 704.10 万元，持有增资扩股后标的公司 20%的股权，聂雄投资以现金增资

人民币 704.10 万元，持有增资扩股后标的公司 20%的股权。 

增资前，玉麦湘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单位：万元） 

持股比例 

湖南乡村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2,000 100% 

合计 2,000 100% 

 

增资后，玉麦湘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单位：

万元） 

持股比例 

湖南乡村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2,112.29 60%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704.10 20% 

隆子县聂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04.10 20% 

合计 3,520.4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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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乡村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隆子县聂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增资扩股方案 

1.1 本次增资扩股内容 

各方同意，乙方、丙方以现金出资方式增持西藏隆子县玉麦湘科技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持有目标公司60%股权，乙方、丙方各

持有目标公司20%股权。 

1.2 评估价格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2020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的资产

总额为人民币5025.73万元，负债总额为3033.95万元，净资产为1991.78万元。评

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显示，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的

市场价值评估值为2112.29万元，较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评估增值额为

120.51万元，增值率为6.05%。 

各方同意将标的公司按照2112.29万元作价，占增资扩股后标的公司注册资

本的60%,持有增资扩股后标的公司60%的股权；乙方以现金增资人民币704.1万

元，持有增资扩股后标的公司20%的股权，丙方以现金增资人民币704.1万元,持

有增资扩股后标的公司20%的股权。 

2、增资扩股价款支付 

2.1 协议生效且在完成产权交易流程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丙方两方应按

照本协议要求将全部出资认缴完毕，汇入本协议约定的账户。 

2.2 乙方、丙方两方自出资到账之日即视为标的公司股东，享有认购股份项

下的全部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2.3 公司注册资本金到位后，如仍不能满足公司资金需要，则甲、乙、丙三

方应按各自股权比例追加货币投资或以标的公司的名义融资。 

3、承诺与保证 

3.1 甲方向乙方、丙方承诺和保证： 

3.1 标的公司原股东甲方陈述与保证如下： 

3.1.1 标的公司是按中国法律注册、合法续存并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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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标的公司现有名称、商誉、商标等相关权益归增资后的标的公司独占

排他所有； 

3.1.3 标的公司在其所有的任何财产向外未设置任何担保权益（包括但不限

于任何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及其其他担保权等）或第三者权益； 

3.1.4 标的公司对用于标的公司业务经营的资产与资源，均通过合法协议和

其他合法行为取得，真实、有效、完整，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或法律瑕疵； 

3.1.5 向乙方、丙方两方提交了2020年的财务报表（下称“财务报表”）（见

附件清单），原股东在此确认该财务报表正确反映了标的公司至2020年12月31

日止的财务状况；  

3.1.6 向乙方、丙方两方提交的所有文件（见附件清单）真实、有效、完整，

并如实反映了标的公司及现有股东的情况；  

3.1.7 没有从事或参与有可能导致标的公司现在和将来遭受吊销营业执照、

罚款或 其它严重影响经营的行政处罚或法律制裁的任何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行

为； 

3.1.8 未就任何与其有关的、已结束的、尚未结束的或可能将要开始的任何

诉讼、仲裁、调查及行政程序对乙方、丙方两方进行隐瞒或进行虚假/错误陈述； 

3.1.9 增资扩股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前标的公司产生的一切劳动纠纷、经

济及法律责任由原股东承担； 

3.1.10 在完成工商变更之前标的公司书面告之乙、丙方的债务由增资后的标

的公司承担，标的公司向乙、丙方提供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视

为书面告之文件；完成工商变更后发生的债务由增资后的标的公司承担。 

3.1.11 本协议经标的公司及原股东签署后即构成对原股东合法、有效和有约

束力的义务。  

3.1.12 除非获得新增股东的书面同意，原股东承诺促使公司至本次协议签订

之日起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止的期间:  

3.1.13 确保标的公司的业务正常进行并不会作出任何对标的公司存在重大

影响的行动。标的公司将采取所有合理措施维护标的公司的商誉，不会做出任何

可能损害标的公司的行为。  

3.1.14 标的公司不会签订任何超出其正常业务范围或具有重大意义的协议

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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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 原股东保证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协助标的公司完成本协议下所有

审批及变更登记手续。  

3.1.16原股东承担由于违反上述陈述和保证而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

任，并对由于违反上述陈述与保证而给乙方、丙方两方造成的任何损失在甲方持

有标的公司股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3.2 乙方、丙方向甲方承诺和保证： 

3.2.1 其是按照中国法律注册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 

3.2.2 没有从事或参与有可能导致其现在和将来遭受吊销营业执照、罚款或

其它严重影响其经营的行政处罚或法律制裁的任何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行为； 

3.2.3 乙方、丙方债务由乙方、丙方各自自行承担。 

4、 新增资金的投向和使用及后续发展 

4.1 本次新增资金用于标的公司的全面发展。 

4.2 标的公司资金具体使用权限由经过公司变更登记之后的标的公司股东

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按照标的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执行。 

4.3 根据标的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在国家法律、政策许可的情况下，标

的公司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多次募集发展资金。 

5、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5.1 甲方权利： 

5.1.1 按股份比例享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投资收益。 

5.1.2 对财务及经营状况有查阅权。 

5.1.3 其他股东应该享受的权利。 

5.2 甲方义务： 

5.2.1 甲方按股权比例向标的公司以货币注资，并根据需要按股比追加投资。 

5.2.2 负责项目的建设过程中质量、安全、进度、成本管控工作。 

5.2.3 负责协调上级集团公司对标的公司销售进行兜底承诺。 

5.3 乙方权利： 

5.3.1 按股份比例享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投资收益。 

5.3.2 享有对规划建设等的建议权。 

5.3.3 其他股东应享受的权利。 

5.4 乙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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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按股权比例以货币向标的公司注资，并根据需要按股比追加货币投资。 

5.4.2 按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将新增出资汇入本协议约定账户。 

5.4.3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负责配合申请上级各部门的专项补助资金及相关

优惠减免政策的到位。 

5.4.4 负责项目的技术、工艺流程、引种以及后续运营等除项目建设以及甲

方应尽义务之外的其他工作。 

5.4.5 负责协调上级集团公司对标的公司销售进行兜底承诺。 

5.5 丙方权利∶ 

5.5.1 按股份比例享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投资收益。 

5.5.2 享有对规划建设等的建议权。 

5.5.3 其他股东应该享受的权利。 

5.6 丙方义务∶ 

5.6.1 按股权比例以货币形式向标的公司注资，并根据需要按股比追加货币

投资。 

5.6.2 按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将新增出资汇入本协议约定账户。 

5.6.3 为项目实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积极为标的公司争取国家、自治区、

市、县有关扶持和优惠政策。 

5.6.4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负责配合申请上级各部门的专项补助资金及相关

优惠减免政策的到位。 

5.6.5 负责协调市、县相关部门及属地单位关系及矛盾，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5.6.6 负责猪源的协调工作，确保在项目具备进猪条件后10日内进猪。 

6、标的公司的组织机构安排 

6.1 股东会 

6.1.1 增资后，原股东与乙方、丙方两方平等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所有股

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按其出资

比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6.1.2 股东会为标的公司的权力机关，对公司一切重大事务做出决定。 

6.1.3 标的公司股东会决定的重大事项，经标的公司持有股权比例2/3以上的

股东通过后方能生效，有关重大事项由标的公司章程进行规定。 

6.2 董事会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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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增资后标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应进行调整，由标的公司股东按章程规定

和协议约定进行选派。 

6.2.2 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3名董事，乙方、丙方各委派1

名董事。 

6.2.3 增资后的标的公司董事长（即法人代表）由乙方委派的人选担任，财

务总监由甲方委派的人选担任。总经理由乙方委派人员担任。其它职位根据需要

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向社会公开招聘。 

6.3 监事会 

增资后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甲、乙、丙各委派1名，监事会主席由丙方委

派的监事担任。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事项将有利于公司积极扩大生猪养殖规模，增加自建猪场规模及提

高自有猪场产能比例，并且能够加强生猪资源保护，体现国企担当，同时能够丰

富公司育种素材，为公司培育新品种奠定基础。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会在建设地点的土地、基建施工、商品猪的销售渠道

及价格、利益分配、水电设施利用、环境污染、自身养殖业发展等问题上出现异

议、争论、抗拒等社会风险因素。 

    防范措施：一方面要大力扶持带动当地农牧民就业和参与建设实现增收，项

目相关部门建立与项目运行企业、当地农牧民的服务机制和制度，并认真落实养

殖业保险。另一方面要制定科学的养殖厂生产管理制度，加强内部管理，严格监

管制度，确保不在利益分配上出现纠纷事件。其次要落实投入，提高项目建设地

水电公共设施利用化程度，提高用水用电供给能力，既不影响生产需要，更不能

影响群众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环保制度，应用项目投资建设的先进

工艺和设备，确保环境不受污染，建立社会监督管护制度。 

   2、疫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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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的疫病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种传染病，如口蹄疫、副伤寒、猪瘟、非

洲猪瘟、猪肺疫、猪传染性胸膜肺炎、寄生虫等，这些疫病一般来说可以通过免

疫、检疫等措施达到控制和净化，但非洲猪瘟没有有效的免疫措施，但通过制定

严格的防疫制度，完善生物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及规程，执行严格的消毒、隔离阻

断等措施，外加猪场专业兽医站及时干预，不会发生群发现象。 

    防范措施：依据《动物防疫法》配备专职兽医，落实责任，严格防疫、检疫

制度，严格按照规程实施疫病防控工作。 

3、技术风险 

    基地生产的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相应地对从事生产的各类人员科技素质要求

也比较高，否则将因无法贯彻科学的生产技术而导致项目蒙受损失。  

    防范措施：一是通过不定期地对管理人员、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技术培训，提

高员工整体技术水平；二是长期聘用经验丰富的各类专家进行技术培训；三是组

建技术团队，建立科研合作机制，实施科技攻关和技术指导。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