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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中兴华核字（2021）第 140002 号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公司）编制的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牧原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牧原股份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

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牧原股份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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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

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牧原股份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牧原股份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需要说明的是，本鉴证报告仅供牧原股份公司申请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牧原股份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申请文件的必备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1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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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用账户的存放情况 

（一） 2014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用账

户的存放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2014 年 1 月 17 日，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40 号文核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发行股票 6,050 万股，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3,000 万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

3,05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07 元/股，应募集资金总额 722,100,000.00 元，扣

除保荐费及承销费人民币 45,205,660.00 元后的资金合计 676,894,340.00 元，已由主

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汇入公司开立于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内乡县支行 20341132500100000291761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上述股款再扣除审计费、律师费、本次上网发行费、信息披露费等发行费用

9,073,176.8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67,821,163.14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14）第HN-001

号验资报告。 

2．截止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16年9月

销户，具体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销户日期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乡县支行 20341132500100000291761 募集资金专户 2016-9-23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乡县支行 20341132500100000292891 募集资金专户 2016-9-28 

（二）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用账户

的存放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33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2,873,109 股，每股发行价为 30.42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75.78 元，扣除保荐费、承销费等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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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5,551.4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2,694,424.38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

况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15）

第 HN-016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99,999,975.78 元，扣除未付的保荐费及承销费人民

币 5,000,000.00 元后的资金人民币 994,999,975.78 元，已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截止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16年9月

销户，具体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销户日期 

中国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6969257913 募集资金专户 2016-9-28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3900154144 募集资金专户 2016-9-30 

（三）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用账户

的存放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62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股票不超过

127,149,400 股。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 124,717,239股，发行价格为 24.6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76,774,286.13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等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6,443,096.98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3,050,331,189.15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17）第 140001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076,774,286.13 元，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人民币

23,320,000.00 元后的资金人民币 3,053,454,286.13 元，已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截止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19年10

月销户，具体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销户日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699617121 募集资金专户 2019-10-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乡支行 1714025529048123627 募集资金专户 2019-10-22 

内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86617001600000239 募集资金专户 2019-10-2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699704372 募集资金专户 201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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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销户日期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899991010003084623 募集资金专户 2019-10-25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899991010003084948 募集资金专户 2019-10-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1714029029200076694 募集资金专户 2019-10-25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1700629255 募集资金专户 2019-10-25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乡县支行 20341132500100000422331 募集资金专户 2019-10-25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899991010003091422 募集资金专户 2019-10-25 

（四）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

用账户的存放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

先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65 号）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4,759,300 股，每股发行价为 100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2,475,930,000.00 元，扣除保荐费、承销费等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6,240,173.8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59,689,826.11 元。上述资金到位

情况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17）

第 140004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475,930,000.00 元，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人民币

13,780,000.00 元后的资金人民币 2,462,150,000.00 元，已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已于 2020 年 3 月

销户，具体如下： 

序

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销户日期 

1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1200732296 募集资金专户 2020-3-26 

2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风南

路支行 
410107010180021701 募集资金专户 2020-3-27 

3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风南

路支行 
410107010190022601 募集资金专户 2020-3-26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

行 
608971990 募集资金专户 2020-3-27 

5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2800737715 募集资金专户 2020-3-27 

6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3000737716 募集资金专户 2020-3-30 

7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风南

路支行 
410107010100022602 募集资金专户 20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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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用账户

的存放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341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76,663,6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4,999,999,992.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22,568,035.11 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 4,977,431,956.89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到位，已经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的中兴华验字（2019）第 140001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92.00 元，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后的资金人民币 4,979,999,992.00 元，已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项目 金额（元） 

实际收到募集资金金额 4,979,999,992.00 

减：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3,180,252,882.32  

偿还银行贷款 1,477,431,956.89 

发行费用 2,318,035.11 

银行手续费 288,757.71  

加：利息收入 36,711,396.87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56,419,756.84  

其中：存放于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356,419,756.84 

3.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共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本

公司充分保障保荐机构、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权，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正常。 

截止2020年12月31日，部分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下列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20

年7月销户： 

序

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

别 

销户日

期 

1 湖北老河口牧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631379709 募 集 资 202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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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

别 

销户日

期 

原农牧有限公

司 

限公司南阳分行 金专户 

2 
湖北石首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 
837110010122803292 

募 集 资

金专户 
2020-7-23 

3 
江苏灌南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南阳分

行营业部  
631381399 

募 集 资

金专户 
2020-7-23 

4 
江苏铜山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南阳中

州路支行  
53780188000029538 

募 集 资

金专户 
2020-7-28 

5 

菏泽市牡丹区

牧原农牧有限

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86617001200000528 

募 集 资

金专户 
2020-7-24 

6 
通许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南阳市卧龙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87220001300001352 

募 集 资

金专户 
2020-7-23 

7 

黑龙江明水牧

原农牧有限公

司 

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

业部 
631383816 

募 集 资

金专户 
2020-7-23 

8 

黑龙江望奎牧

原农牧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

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

334 

募 集 资

金专户 
2020-7-23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用账户及以理财资金

方式存储的金额为356,419,756.84元，系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和募集资金理财收

益、利息收入（已减手续费），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序

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账户余额（元） 

1 
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

部 

81111010135

01011654 

募集资金专户 1,300,060.45 

2 
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86617001300

000518 

募集资金专户 1,373,776.14 

3 
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

部 

41289999101

0003208763 

募集资金专户 960,299.51 

4 
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阳中州路支行 

53780188000

027750 

募集资金专户 1,600,493.41 

5 
蒙城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

部 

41210199901

1000001410 

募集资金专户 9,469.25 

6 安徽凤台牧原农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 86617001000 募集资金专户 96,427,5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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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账户余额（元） 

牧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000529 

7 
安徽濉溪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南阳中州

路支行 

53780188000

029456 

募集资金专户 26,318,556.64 

8 
山东东明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86617001400

000527 

募集资金专户 74,755,923.08 

9 
商丘市睢阳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

部 

81111010120

01021475 

募集资金专户 83,012,912.40 

10 
黑龙江林甸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

部 

41210199901

1000001258 

募集资金专户 142,567.63 

11 
黑龙江富裕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

部 

81111010126

01021397 

募集资金专户 16,053.59 

12 
衡水冀州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

行 

41101560038

719610000 

募集资金专户 70,502,069.57 

 合计    356,419,756.84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4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实际使用情况 

见附件一①：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4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 

2．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该项目原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66,716.04万元，上述投资系基于公司当时

的猪舍设计标准、建设工艺和2011年的物价水平作出的估算。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随着猪舍建造标准的优化、改进以及建筑材料、人

工等成本的增加，导致了投资规模超过原先预估的水平，投资调整为86,269.11万

元，其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66,800.84万元。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67,313.78万元，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的差异金额

为512.94万元。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是：募集资金累计理财收益、利息收入513.98

万元扣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1.04万元后的净额512.94万元已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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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实际使用情况 

见附件一②：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根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以及《牧原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等发行相关文件

的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9,269.44万元，其

中50,000.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实际支出总额为99,766.56

万元，其中用于偿还银行贷款50,0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49,766.56万元，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差异金额497.12万元。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是：募集资金累

计理财收益、利息收入499.15万元扣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2.03

万元后的净额497.12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实际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附件一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实际支出总额为307,127.65

万元，其中用于生猪产能扩张项目170,320.82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50,000.00万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86,806.83万元，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差异金额2,094.53万

元。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是：募集资金累计理财收益、利息收入2,081.11万元扣除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10.58万元，加上未扣除的发行费用24.00万

元后的净额用于生猪产能扩张项目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 

1.实际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附件一④：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 

2.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实际支出总额为251,87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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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用于生猪产能扩张项目251,821.61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54.84万元，

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差异金额5,907.47万元。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是：募集资金

累计理财收益、利息收入5,940.35万元扣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

32.88万元后的净额5,907.47万元用于生猪产能扩张项目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实际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附件一⑤：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是按照预定的投资计划进行投资的，并且已经完成了预定的

投资计划。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一）2014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年出

栏8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部分项目的

实施地点以及募投项目总投资额做了变更，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的议案》，拟将“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8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

目”中陶营养殖场项目的部分实施地点变更至邓州市都司镇姚李村，该实施地点

距离陶营养殖场近，并且已取得邓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确认书、环评批复

文件，便于项目尽快建设产业效益，其他项目不变。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决议将“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80万头生猪产

业化项目”中陶营养殖场项目的部分实施地点变更至邓州市陶营乡高李村，该实

施地点距离陶营养殖场近，并且已取得邓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确认书、环

评批复文件，便于项目尽快建设产业效益，其它项目不变。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邓

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决

议将“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8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工程原计划总投

资66,716.04万元调整为86,269.11万元。由于“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80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投资计划编制于2010年11月，基于公司当时的猪舍设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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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建设工艺和2011年的物价水 平，估算工程总投资为66,716.04万元。随着猪舍

建造标准的优化、改进以及建筑材料、人工等成本的增加，导致了投资规模超过

原先预估的水平。本次追加投资后，可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实施，从而有利于保障

公司的发展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 

（三）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公司2016年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

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项目备案 

1 
通许牧原第一期 52 万头

生猪产业化项目 
      

1.1 通许牧原二场 2,078.63 2,078.63 豫汴通许农业[2016]03516 

1.2 通许牧原三场 10,633.74 10,633.74 豫汴通许农业[2015]14748 

1.3 通许牧原六场 17,291.10 17,291.10 豫汴通许农业[2015]11134 

小计   30,003.47 30,003.47   

2 
商水牧原第一期 45 万头

生猪产业化项目 
      

2.1 商水牧原一场 8,752.08 8,752.08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38 

2.2 商水牧原二场 4,957.86 4,957.86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298 

2.3 商水牧原三场 15,948.52 15,948.52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29 

2.4 商水牧原四场 6,132.02 6,132.02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33 

2.5 商水牧原五场 6,810.42 6,810.42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36 

小计   42,600.90 42,600.90   

3 
西华牧原第一期 27.5 万

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3.1 西华牧原一场 7,252.43 7,252.43 豫周西华农业[2015]19851 

3.2 西华牧原二场 15,828.55 15,828.55 豫周西华农业[2015]19853 

3.3 西华牧原三场 4,952.92 4,952.92 豫周西华农业[2015]19858 

小计   28,033.90 28,0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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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项目备案 

4 
太康牧原第一期 25 万头

生猪产业化项目 
      

4.1 太康牧原四场 8,736.76 8,736.76 豫周太康农业[2016]01108 

4.2 太康牧原六场 5,439.58 5,439.58 豫周太康农业[2016]01107 

4.3 太康牧原七场 4,310.44 4,310.44 豫周太康农业[2016]01106 

小计   18,486.78 18,486.78   

5 
闻喜牧原第一期 20 万头

产业化项目 
      

5.1 闻喜牧原一、二场 16,515.25 16,515.25 闻发改备案[2016]8 号 

小计   16,515.25 16,515.25   

6 
扶沟牧原第一期 20 万头

生猪产业化项目 
      

6.1 扶沟牧原六场 3,665.51 3,665.51 豫周扶沟农业[2015]19377 

6.2 扶沟牧原七场 12,447.53 12,447.53 豫周扶沟农业[2015]19379 

6.3 扶沟牧原八场 2,976.95 2,976.95 豫周扶沟农业[2015]19380 

小计   19,089.99 19,089.99   

7 
正阳牧原第一期 18 万头

生猪产业化项目 
      

7.1 正阳牧原四场 10,436.80 10,436.80 豫驻正阳农业[2015]25675 

7.2 正阳牧原十五场 3,084.17 3,084.17 豫驻正阳农业[2015]25676 

小计   13,520.97 13,520.97   

合计 168,251.26 168,251.26   

由于通许县发展规划进行调整，导致“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中通许县二场、三场、六场养殖场未能按照原计划进行建设。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2017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

案》，同意将“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中通许牧原二场、三场、六

场生猪养殖项目变更为新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河牧原”）一场（新

河县仁让里乡中良家庄村西）、四场（新河县仁让里乡东边仙村南）。变更后的

项目已取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确认书、环评批复文件，便于项目尽快建设产

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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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商水县发展规划进行调整，导致商水牧原一场未能按照原计划进行建设。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将“商水牧原第一期45万头生猪产

业化项目”中商水一场生猪养殖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为商水县大武乡雷庄村。变更

后的项目已取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确认书、环评批复文件，便于项目尽快建

设产生效益。 

由于扶沟县发展规划进行调整，导致扶沟牧原七场未建设的土地不能继续进

行养殖场建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扶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中“扶

沟牧原七场”部分生猪养殖项目的地点变更为“扶沟牧原十六场”。变更后的项目已

取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确认书、环评批复文件，便于项目尽快建设产生效益。 

“西华牧原第一期27.5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节余募集资金3,669.91万元（含利

息）。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将部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其他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用于西华牧原十一

场0.5万头母猪场的建设。 

由于商水县发展规划进行调整，导致“商水三场”和“商水五场”未建设的

土地不能继续进行养殖场建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商水牧原第一期45万头生猪

产业化项目”中“商水三场”和“商水五场”变更为“商水九场”和“商水七场”。

变更后的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文件，符合开工建设的条件。 

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新

河牧原生猪养殖项目增加项目实施地点“新河牧原三场”和“新河牧原六场”。经过公

司相关部门考察，“新河牧原三场”和“新河牧原六场”符合项目建设的各项条件，已

经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确认；同时已取得环评批复文件，符合开工建设的条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的议案》，同意太康牧原第一期25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增加项目实施地点“太康

牧原八场”；正阳牧原第一期18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增加项目实施地点“正阳牧原九

场”。“太康牧原八场”和“正阳牧原九场”已经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确认；同时已取

得环评批复文件，符合开工建设的条件。 

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公司第三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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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扶

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增加项目实施地点“扶沟二十场”；经过公司相

关部门考察，“扶沟二十场”符合项目建设的各项条件，“扶沟二十场”已经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备案确认；同时已取得环评批复文件，符合开工建设的条件。 

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西

华牧原第一期27.5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之“西华牧原十一场”变更为“西华牧原

十五场”，已经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确认；同时已取得环评批复文件，符合开

工建设的条件。 

（四）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

议、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投资

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项目备案 

1 
内蒙古翁牛特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7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00,628.94 87,219.45 

翁发改备案字[2016]31号 

翁发改备案字[2016]33号 

2 
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6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80,216.24 64,938.79 

开发改备案字[2016]16号 

开发改备案字[2017]4号 

3 
辽宁建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40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64,845.00 46,694.56 

建发改备[2016]62号 

建发改备[2017]4号 

4 
黑龙江兰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2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7,190.46 24,026.39 

兰发改备案[2016]228号 

兰发改备案[2016]229号 

5 
吉林农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出

栏2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38,744.82 23,089.79 

农发改审批字[2016]116号 

农发改审批字[2016]117号 

合计 311,625.46 245,968.98  

“黑龙江兰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2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中“兰西二场”，

“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6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中开鲁一场、开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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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发展规划进行了调整，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新增实施地点“兰西八场”、“开鲁牧原三场一区”

和“开鲁六场”三个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项目已取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确

认书、环评批复文件，符合开工建设的条件。 

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内

蒙古翁牛特牧原农牧有限公司7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增加项目实施地点“翁牛

特八场”。“翁牛特八场”已经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确认；同时已取得环评批复

文件，符合开工建设的条件。 

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

“内蒙古翁牛特牧原农牧有限公司7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增加项目实施地点

“翁牛特三场”，变更后项目已取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确认书、环评批复文

件，符合开工建设的条件。 

（五）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项目备案 

1 
安徽凤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40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46,696.70 27,000 

凤发改农经【2017】241号 

凤发改农经【2017】242号 

2 
蒙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30万头生

猪养殖建设项目 
35,251.91 20,000 

2017-341622-03-03-009370 

2017-341622-03-03-030840 

2017-341622-03-03-014771 

3 
安徽濉溪牧原农牧有限公司60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71,202.69 50,000 

濉发改政务【2017】220号 

濉发改政务【2017】222号 

濉发改政务【2017】273号 

濉发改政务【2017】2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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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项目备案 

4 
衡水冀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50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58,306.17 45,000 

冀州发改备字〔2018〕15号 

冀州发改备字〔2018〕16号 

冀州发改备字〔2017〕37号 

5 
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25万头

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9,396.07 18,000.00 

2017-420682-03-03-148592 

2017-420682-03-03-147785 

2016-420682-03-03-325804 

2016-420682-03-03-325880 

6 
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15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7,637.64 9,500.00 

2017-421081-03-03-115372 

2017-421081-03-03-111618 

7 
江苏灌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35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41,154.49 23,000.00 

灌发改备【2017】42号 

灌发改备【2017】43号 

灌南发改备【2017】56号 

灌南发改备【2018】3号 

灌南发改备【2017】54号 

8 
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10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1,758.43 10,000.00 

徐铜发经备【2017】342号 

徐铜发经备【2017】341号 

9 
山东东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55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56,841.25 40,000.00 

2017-371728-03-03-026031 

2017-371728-03-03-026030 

2017-371728-03-03-026029 

10 
菏泽市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5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9,426.10 8,000.00 

2017-371702-03-03-034529 

2017-371702-03-03-032979 

2017-371702-03-03-032978 

11 
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10万头生

猪养殖建设项目 
11,739.98 6,000.00 

豫汴通许农业【2016】01453 

2017-410222-03-03-02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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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项目备案 

12 
商丘市睢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47,094.54 35,000.00 

豫商睢阳农业【2017】20181 

豫商睢阳农业【2017】20183 

豫商睢阳农业【2017】20185 

2017-411403-03-03-036415 

豫商睢阳农业【2017】22246 

13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42,677.73 30,000.00 2017-230623-03-03-016265 

14 
黑龙江望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2,188.32 10,000.00 

望发改2017-021 

望发改2017-022 

15 
黑龙江明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2,188.32 8,500.00 

明发改备案【2017】15号 

明发改备案【2017】14号 

16 
黑龙江富裕牧原农牧有限公司2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4,716.61 10,000.00 

2017-230227-03-03-036100 

2018-230227-03-03-038373 

合计 548,276.95 350,000.00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的议案》，同意将原募投项目中“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25万头生猪养殖建

设项目”之“老河口三场”部分生猪养殖项目建设地点变更到“老河口二十二场”，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4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之“林甸二场”部分

生猪养殖项目的地点变更为“林甸三场”、“林甸六场”、“林甸十五场”。变更后

项目已取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确认书、环评批复文件，符合开工建设的条件。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一）2014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2014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情况。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议案》，同意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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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共计41,607.47万元。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监事会、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

见，并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关于牧原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专项审核报告》（中兴华核字

（2014）第HN-001号）。 

（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与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对

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三）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不存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议案》，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共计84,773.58万元。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监事会、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

见，并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关于牧原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兴华核

字（2017）第140002号）。 

（四）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 

1．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不存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议案》，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共计84,091.46万元。上述议案已

经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核查意见，并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关于牧原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中

兴华核字（2018）第140001号）。 

（五）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不存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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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议案》，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共计65,630.98万元。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监

事会、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并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兴华核字

（2019）第140003号） 

五、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一）2014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16年9月销户。 

（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16年9月销户。 

（三）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19年10月销户。 

（四）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20年3月销户。 

（五）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本期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356,419,756.84元，其中：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储的金额为356,419,756.84元。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见附件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本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

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说明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20%（含20%）以上情况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由于工程尚未完成，未能达到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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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不存在以非货币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八、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对照 

前次募集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逐项对照，实

际使用情况与前述文件披露相符。 

九、其他事项 

无。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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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①：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4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超募资金及利息收益 84.80 万元，自有资金 915.20 万元，共计 1,000 万元增加全资邓州市

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所增资金用于增加“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 80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的建设资金。 

注 2：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原因见本报告“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一）2。” 

 

 

 

募集资金总额(已扣除各项发行费用)：66,782.12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67,313.78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2014 年：42,098.2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2015 年：22,367.49 

 2016 年：2,848.04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 

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出栏 80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66,716.04 66,800.84
注 1 67,313.78 66,716.04 66,800.84

注 1 67,313.78 512.94
注 2 2016 年 9 月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66,716.04 66,800.84 67,313.78 66,716.04 66,800.84 67,313.78 5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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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②：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原因见本报告“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二）2。” 

 

 

 

 

募集资金总额（已扣除各项发行费用）：99,269.44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99,766.5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2015 年：492.2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2016 年：99,274.31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 

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承诺投资项目： 

 

1 归还银行贷款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0.00 不适用 

2 补充流动资金 49,269.44 49,269.44 49,766.56 49,269.44 49,269.44 49,766.56 497.12
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99,269.44 99,269.44 99,766.56 99,269.44 99,269.44 99,766.56 4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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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已扣除各项发行费用）：305,033.12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07,127.65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2017 年：250,332.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2018 年：52,126.97  

 2019 年：4,668.6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序

号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承诺投资项目：   

1 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168,251.26 168,251.26
注 1 170,320.82 168,251.26 168,251.26 170,320.82 2,069.56 不适用 

2 归还银行贷款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不适用 

3 补充流动资金 86,781.86 86,781.86 86,806.83 86,781.86 86,781.86 86,806.83 24.97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05,033.12 305,033.12 307,127.65 305,033.12 305,033.12 307,127.65 2,094.53
注 2   

注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第五十七次会议、第五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将本次募集资金

168,251.26万元以增资子公司的形式用于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注 2：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原因见本报告“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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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④：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已扣除各项发行费用）：245,968.98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51,876.45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2018 年：153,773.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2019 年：95,575.13 

 2020 年：2,527.91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序

号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承诺投资项目：   

1 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245,968.98 245,968.98 251,821.61 245,968.98 245,968.98 251,821.61 5,852.63 不适用 

2 补充流动资金   54.84   54.84 54.84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45,968.98 245,968.98 251,876.45 245,968.98 245,968.98 251,876.45 5,907.47
注 1   

注 1：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原因见本报告“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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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⑤：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注1：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465,768.49万元，与募集承诺投资金额差异-31,974.71万元。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为生猪产能扩张

项目尚在建设过程中。 

 

 

 

 

募集资金总额（已扣除各项发行费用）：497,743.2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65,768.49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2019 年：299,209.19 

 2020 年：166,559.3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序

号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承诺投资项目：   

1 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350,000.00 350,000.00 318,025.29 350,000.00 350,000.00 318,025.29 -31,974.71
注 1 不适用 

2 补充流动资金 147,743.20 147,743.20 147,743.20 147,743.20 147,743.20 147,743.20 0.00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97,743.20 497,743.20 465,768.49 497,743.20 497,743.20 465,768.49 -31,9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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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①：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4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 

名称 
对应的原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年出栏 80 万

头生猪产业

化项目 

年出栏 80 万头

生猪产业化项目 
570.09% 

年实现净利润

16,113.00 万元 
9,726.78 17,784.20 81,719.69 208,911.33 是 

合计 9,726.78 17,784.20 81,719.69 208,9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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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②：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

号 

项目 

名称 
对应的原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商水牧原第一期 45 万

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商水牧原第一期 45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185.99% 12,167.81 2,139.97 4,315.17 46,290.91 56,811.63 是 

2 
西华牧原第一期 27.5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西华牧原第一期 27.5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245.34% 7,234.65 3,409.78 4,330.33 33,517.40 47,296.27 是 

3 
太康牧原第一期 25 万

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太康牧原第一期 25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297.62% 7,221.42 2,300.67 7,803.55 31,411.91 45,764.72 是 

4 
闻喜牧原第一期 20 万

头产业化项目 

闻喜牧原第一期 20

万头产业化项目 
393.66% 5,669.84 213.64 -361.88 14,334.67 18,873.32 是 

5 
扶沟牧原第一期 20 万

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扶沟牧原第一期 20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408.05% 5,381.37 2,582.81 12,240.68 30,773.16 50,770.04 是 

6 
正阳牧原第一期 18 万

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正阳牧原第一期 18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217.76% 4,676.70 1,198.26 5,481.91 22,495.70 31,244.48 是 

7 
新河牧原 30 万头生猪

产业化项目 

通许牧原第一期 52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195.30% 13,481.78 1,309.13 16,566.64                                   38,500.55 56,514.75 是 

 
合计 

 
  55,833.57 13,154.26 50,376.40 217,324.30 307,2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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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③：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

号 

项目 

名称 
对应的原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内蒙古翁牛特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70 万头生

猪养殖建设项目 

内蒙古翁牛特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70 万头

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30.14% 29,459.79 -2,512.09 18,680.57                80,981.6 96,807.97 是 

2 

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60 万头生猪

养殖建设项目 

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60 万头生

猪养殖建设项目 

183.13% 22,850.34 237.94 23,898.36                           77,060.52 100,926.24 是 

3 

辽宁建平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

殖建设项目 

辽宁建平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

养殖建设项目 

109.29% 16,869.33 -1,651.16 9,351.46                            44,393.76 51,840.20 是 

4 

黑龙江兰西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 万头生猪

养殖建设项目 

黑龙江兰西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 万头生

猪养殖建设项目 

157.52% 9,060.58 -1,861.47 55.37                                 18,840.61 16,804.21 是 

5 

吉林农安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年出栏 20 万头

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吉林农安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年出栏 20 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24.30% 8,587.50 -886.38 5,856.97                            27,222.53 31,919.02 是 

 
合计 

 
  86,827.54 -6,673.16 57,842.73                           248,499.02 298,29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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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④：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对应的原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安徽凤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安徽凤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55.28% 16,300.20  51.66 21,335.44 21,387.10  是  

2 
蒙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0 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蒙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0 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70.51% 12,194.70  3,345.09 22,036.57 25,381.66  是  

3 
安徽濉溪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6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安徽濉溪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6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53.48% 24,486.35  3,748.92 38,157.53 41,906.45  是  

4 
衡水冀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5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衡水冀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5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8.32% 20,448.86  0.00 9,382.81 9,382.81  否  

5 
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62.07% 10,075.00  3,759.92 39,595.80 43,355.72  是  

6 
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94.02% 6,034.10  8,567.74 22,703.83 31,271.57  是  

7 
江苏灌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江苏灌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76.98% 14,290.48  2,986.81 38,702.47 41,689.28  是  

8 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76.37% 3,969.31  0.00 12,571.05 12,571.0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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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对应的原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9 
山东东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5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山东东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5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58.56% 23,086.02  345.07 22,558.46 22,903.53  否  

10 
菏泽市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2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菏泽市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25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88.46% 10,132.86  1,355.27 20,230.72 21,585.99  是  

11 
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23.16% 3,988.53  1,471.58 16,082.47 17,554.05  是  

12 
商丘市睢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商丘市睢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51.02% 16,333.32  3,728.08 18,395.47 22,123.55  是  

13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2.72% 16,625.94  0.00 5,134.81 5,134.81  否  

14 
黑龙江望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黑龙江望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49.88% 3,941.29  0.00 6,328.64 6,328.64  是  

15 
黑龙江明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黑龙江明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63.02% 3,941.29  0.00 5,453.90 5,453.90  是  

16 
黑龙江富裕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黑龙江富裕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40% 7,997.43  0.00 1,361.47 1,361.47  否  

合计  193,845.68  29,360.14 300,031.44 329,3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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