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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概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4,000.00 万元（含本

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40万吨棉

籽脱酚浓缩蛋白提取及混合油精炼深加工项

目 

31,201.77 25,900.00 

2 
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5000吨番茄

制品项目 
18,850.30 10,700.00 

3 
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番茄

汁项目 
5,796.41 5,200.00 

4 
新疆冠农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番茄产业副产物

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1,000.40 900.00 

5 

新疆绿原糖业有限公司制糖副产物高效连续

色谱层析分离技术的研究与资源循环利用产

业化示范项目 

9,000.00 7,500.00 

6 
新疆天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万吨/年饲料添加

剂及20万吨/年微生物发酵饲料项目 
10,163.58 8,800.00 

7 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 25,000.00 

 合  计 101,012.46 84,000.00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本次实际募

集资金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

由公司自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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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1、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40 万吨棉籽脱酚浓缩蛋白提取及混

合油精炼深加工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尉犁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一团十一连。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达到年处

理 40 万吨毛棉籽的加工能力，形成年产脱酚 60 浓缩蛋白 13.05 万吨，一级棉籽

油 2.12 万吨，二级棉籽油 2.41 万吨，硬脂 0.29 万吨，棉壳 15.48 万吨，棉短绒

4 万吨，黄壳 0.27 万吨，皂脚 0.72 万吨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31,201.77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25,900.00 万元，项

目实施主体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冠农股份”）。 

（2）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建设年处理 40 万吨棉籽脱酚浓缩蛋白提取及混合油精炼

深加工项目的生产线及厂房、煤炭作业间、锅炉车间、库房、宿舍、值班室等配

套基础设施，占地面积约 300 亩。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31,201.77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一 建筑工程费用 10,772.78 

二 设备及安装费用 13,182.80 

三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23.70 

四 预备费 779.38 

五 铺底流动资金 4,443.11 

合计 31,201.77 

（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新疆兵团第二师三十一团经济发展办公室出具的《第二师三十

一团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编号为：二师三十一团经发备【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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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号），本项目的相关环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4）项目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2.75%，税后投资回收

期 7.34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2、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5000 吨番茄制品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铁门关经济

技术开发区绿源产业园区。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产番茄丁 20,000 吨，番

茄酱 5,000 吨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18,850.30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10,700.00 万元，项

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番食

品”）。 

（2）建设内容 

本项目的建设规模为新建年产 25,000 吨的番茄制品加工项目，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办公综合楼、番茄丁及番茄酱车间、动力车间、成品库、包材库、消防泵

房及水处理站、污水处理机房及门房等。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为 54,656.20m2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18,850.3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一 建筑工程费用 6,934.65 

二 设备及安装费用 9,067.00 

三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771.73 

四 预备费 726.62 

五 铺底流动资金 1,350.30 

合计 18,8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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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出具的《第二师

经开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编号为：二师经开区备【2020】64

号）及第二师铁门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5000 吨番茄制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师市环审【2021】11 号）。 

（4）项目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2.80%，税后投资回收

期 7.28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3、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0 吨番茄汁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铁门关经济

技术开发区绿源产业园区。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产 10,000 吨番茄汁的生

产能力。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5,796.41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5,200.00 万元，项目实施

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番食品。 

（2）建设内容 

本项目的建设规模为新建年产 10,000 吨的番茄汁生产装置，主要建设内容

为扩建发酵番茄汁生产车间 1 座。本项目不涉及新增用地面积，总建筑面积为

9,680m2。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5,796.41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一 建筑工程费用 1,936.00 

二 设备及安装费用 3,063.33 

三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21.44 

四 预备费 2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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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铺底流动资金 209.60 

合计 5,796.41 

（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出具的《第二师

经开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编号为：二师经开区备【2020】26

号）及第二师铁门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0 吨番茄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师市环审【2021】26 号）。 

（4）项目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4.96%，税后投资回收

期 7.53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4、新疆冠农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番茄产业副产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铁门关经济

技术开发区绿源产业园区。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产 1,800 吨番茄皮渣酱的

生产能力。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1,000.40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900.00 万元，项目

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冠农番茄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农番

茄”）。 

（2）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一条年产 1,800 吨的番茄皮渣酱生产装置，本项

目不涉及新增用地面积。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1,000.4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一 设备及安装费用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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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7.20 

三 预备费 40.00 

四 铺底流动资金 13.20 

合计 1,000.40 

（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出具的《第二师

经开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编号为：二师经开区备【2020】25

号）及第二师铁门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新疆冠农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番茄

产业副产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告知承诺行政许可决定》（师市环

审【2021】25 号）。 

（4）项目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5.38%，税后投资回收

期 6.12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5、新疆绿原糖业有限公司制糖副产物高效连续色谱层析分离技术的研究与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化示范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铁门关经济

技术开发区绿源产业园区。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达到日处理 225 吨甜菜废蜜的加

工能力，将形成年生产 0.76 万吨白砂糖和 0.92 万吨黄腐酸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为 9,000.00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7,500.00 万元，项

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绿原糖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原糖业”）。 

（2）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一套废液浓缩和干燥系统、一套层析分离提糖系

统以及前后端辅助设施。本项目不涉及新增用地面积。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9,000.0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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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一 设备及安装费用 8,385.80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78.00 

三 预备费 150.00 

四 铺底流动资金 186.20 

合计 9,000.00 

（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出具的《第二师

经开区企业技改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编号为：二师经开区技改备【2020】

8 号）及第二师铁门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制糖副产物高效连续色谱层析

分离技术的研究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化示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师市

环审【2021】22 号）。 

（4）项目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0.73%，税后投资回收

期 7.20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6、新疆天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万吨/年饲料添加剂及 20万吨/年微生物发

酵饲料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铁门关经济

技术开发区绿源产业园区。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生产 20 万吨微生物发酵

饲料和 2 万吨饲料添加剂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为 10,163.58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8,800.00 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牧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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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内容 

本项目的建设规模为2万吨/年饲料添加剂及20万吨/年微生物发酵饲料项目，

项目分两期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期建设年产 13 万吨微生物发酵饲料的生

产线、年产 2 万吨颗粒饲料的生产线及宿舍楼、地磅房、动力中心、门房等辅助

建筑；二期建设年产 2 万吨饲料添加剂的生产线及年产 5 万吨微生物发酵饲料的

生产线。本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88.81 亩。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10,163.58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一 建筑工程费用 5,802.29 

二 设备及安装费用 2,750.00 

三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46.00 

四 预备费 200.00 

五 铺底流动资金 765.29 

合计 10,163.58 

（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的相关备案和环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4）项目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5.77%，税后投资回收

期 6.99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7、补充流动资金 

近年来，公司为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市场环境变化，不断丰富自身业务结

构、持续推出新品。此外公司对产品品类、工艺等要素进行持续改进，确保公司

在产品方面具有持续行业领先优势。未来，公司将继续做强做优做大棉花加工、

番茄制品、甜菜制糖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并提高价值链。在公司持续推动生产

工艺升级、促进产品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司业务规模迅速提升，公司在市场

开拓、新产品研发、新项目建设等方面有较大资金需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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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司短期借款金额为 276,253.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4.54%，公司融资成

本和资产负债率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公司的经营业绩和间接融资能力，不利于公司

的持续稳定发展。 

公司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 25,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一定程度

上降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对银行借款的依赖，降低财务费用。同时，公司资产负

债结构和财务状况将得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得以增强。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背景 

（一）国家和地方多项政策出台，助力农产品加工业快速持续发展 

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促进和引导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健

康快速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第二十三章中指出：“持续强化农业基础

地位，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发展各具特色的现代乡村富民产业。推动种养加结

合和产业链再造，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全国乡

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也指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一是提

升农产品加工业。统筹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支持农产

品加工向产地下沉，与销区对接，向园区集中，推进加工技术创新、加工装备创

制。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园和技术集成基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提出，新疆地区

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表现有：“农业仍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结构性

矛盾突出，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因此，近年来新疆政府将“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创建”列为农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大工程之一，把加工番茄等地方土特产和小品

种做成带动农民增收的大产业，支持各地争创特色农产品优势区，5 年内创建并

认定一批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打造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同时将“农产品

精深加工”列为“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之一，促进农产品加工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提升精深加工水平。依托现有农产品精深加工集聚区、产业园、工

业区等，打造升级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示范基地，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 

各级政府多项产业政策密集出台，反映出国家和地方全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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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定决心，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长远发展保驾护航。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除补充流动资金外，均属于对农产品加工产业链的直接投入，上述政策为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二）公司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棉花、番茄、甜菜制糖加工主业，延伸产

业链并提高价值链的战略规划 

近年来，公司棉花加工贸易、番茄精深加工、甜菜制糖的主业地位不断突出，

实体产能规模得到持续扩大。2020 年公司各项主业都取得了较快发展，棉花加

工贸易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当年实现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了约 8 倍；番茄产

业工厂信息化、自动化、集控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全年实现超负荷生产，产

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50%以上；甜菜制糖产业“双碳酸法甜菜制糖工艺”得到成熟

应用，白砂糖日产创新高。 

在公司各项主业已经取得较好经营业绩的基础上，在“十四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公司提出了“坚持农头工尾，做强做优做大棉花加工、番茄制品、甜菜制

糖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的战略规划，以寻求公司新的战略增长点。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除补充流动资金外，项目建设内容均为公司主业产业链的延伸，均

有助于公司产品向产业链终端市场以及产业链高附加值区域延伸，增强了公司整

体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一）“年处理 40 万吨棉籽脱酚浓缩蛋白提取及混合油精炼深加工项目”

的必要性 

1、本项目的实施能够填补畜牧业植物蛋白供给缺口，推动周边地区畜牧业

健康发展 

新疆各级政府多年来一直把畜牧业高效饲养技术引导作为推行新型畜牧业

发展的重中之重，并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加以贯彻落实，但是落后的饲养技术依旧

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工业化饲料产品的推广并未被养殖场（户）

完全接受，致使养殖户的养殖水平低、成本高，阻碍了新疆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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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蛋白类饲料原料中主要植物蛋白源是豆粕、棉粕、菜籽粕等，其中豆粕

所占比例最高。而由于国内大豆产量的严重不足，导致我国饲料行业过度依赖于

大豆进口，近年来受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国内豆粕价格出现较大程度的上涨，

进而导致农户养殖成本不断提高，挫伤了养殖户使用工业化高蛋白饲料产品的积

极性。本项目以生产新型饲料原料为目的，通过采用低温脱酚工艺较大幅度的降

低了游离棉酚的含量，克服了棉酚毒素的危害，而且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蛋白质的

热变性，保证了浓缩棉籽蛋白的营养成份。因此，本项目的实施为地区的饲料加

工业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降低了加工成本，从而有助于提高饲料品质，稳定饲

料价格，吸引传统养殖户接受科学高效的饲养方式，带动地区畜牧业的快速健康

发展。 

2、精炼棉籽油市场有较大的需求空间 

棉籽油是一种优质的食用植物油，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同时又具

有很好的起酥性，被誉为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天然起酥油。在目前含反式脂肪酸的

氢化植物油被欧美等国限制使用的情况下，棉籽油已经在多个国家成为天然的替

代品。但由于粗制生棉籽油的棉酚含量较高，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性，国内市场

对棉籽油的负面认知较多。但经过精炼后的棉籽油的棉酚含量远远低于国家标准，

是一种优质健康的食用植物油。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食用油需求量不

断增长，是世界第一食用油消费大国。但我国植物油自给率始终较低，给我国食

用油供给安全造成了严重的隐患。目前国内的棉籽油尚未出现具有相对市场影响

力的品牌，精炼棉籽油市场有较大的开发空间，因此本项目生产的一级和二级棉

籽油存在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能够一定程度的提高我国食用植物油自给率，

维护我国的粮食安全。 

（二）番茄制品产业项目的必要性 

本次募投项目中的“年产 25000 吨番茄制品项目”、“年产 10000 吨番茄汁项

目”和“番茄产业副产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均属于番茄制品产业项目，上述项

目的必要性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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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番茄制品的需求量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我国是番茄制品的“加工大国”和“消费小国”。新疆作为国内最主要的番

茄产区，集中了我国约 70%的产能和产量。产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近

年来，世界番茄制品的消费量以年均 1%-3%的速率增加，而我国生鲜番茄及其

制品的消费以年均 12%-15%的增长率高速发展。据统计，欧美国家人均年消费

番茄酱在 20-30 公斤，而我国人均年消费仅为 0.6 公斤。番茄制品中的番茄红素

含量与生物利用度远高于鲜食番茄。随着人们对番茄保健作用的认识不断加深，

我国居民对番茄制品的消费也会越来越高。 

2、公司具有延伸现有番茄制品产业链和提升番茄制品价值链的需求 

公司现有的番茄制品以大桶番茄酱和小包装番茄酱为主，且主要出口海外。

近年受国际政治经济等风险因素影响，公司需要加大番茄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及国

内番茄制品市场开发力度，以进一步降低番茄产业国际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上

述番茄制品产业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延长公司番茄产业链，提升番茄产业价

值链，提高公司番茄产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是公司参与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三）“制糖副产物高效连续色谱层析分离技术的研究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化示范项目”的必要性 

公司现有甜菜制糖加工装置会产生副产物废蜜，该类副产物尚未得到高效综

合利用，并产生高浓度有机废水影响环境。本项目的实施将对甜菜制糖的副产物

进行分离提纯，分离提取废蜜中含有的糖成分和非糖成分，分别生产出白砂糖和

黄腐酸产品，从而降低公司甜菜制糖的单位成本，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同时解决

了生产废水的污染问题，增强了公司甜菜制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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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 万吨/年饲料添加剂及 20 万吨/年微生物发酵饲料项目”的必要性 

1、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发展循环产业经济，变废为宝，提升公司整体

竞争力 

公司甜菜制糖和番茄制品加工产业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甜菜废丝、番茄渣和

番茄青果等副产品。本项目主要利用微生物、甜菜废丝、番茄渣、番茄青果、秸

秆等发酵成畜牧饲草料。由于新疆地区畜牧业的牛羊养殖量较大，而牛羊为反刍

动物，饲草料为必需品，因此本项目生产的微生物发酵饲草料与工业化高蛋白饲

料形成良好的互补，市场空间较大，将为公司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提高公司的

盈利水平。同时还解决了公司甜菜废丝、番茄渣、番茄青果产品销售价值低、销

售难度大的问题，变废为宝，增强了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2、新疆地区畜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对饲料工业的现代化产生了更高的要求 

畜牧业是新疆传统基础产业和优势产业，是新疆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已成为保障畜产品

供给、带动农牧民增收脱贫、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畜牧业的

蓬勃发展，对饲料的需求量必将越来越大，对饲料的品质和环保性的要求亦将越

来越高。现阶段新疆各级政府正推广牧草、农作物秸秆加工饲喂技术，提高饲喂

利用率，切实解决饲草料瓶颈制约问题。本项目的建成将有助于解决地区畜牧业

发展的饲料供应制约。 

“高质、高效、安全、无残、无毒”的绿色饲料添加剂和微生物发酵饲料是

未来饲料工业的新目标。近年来畜禽饲料中抗生素的广泛使用，造成了动物体的

抗药性，促使一些病原菌也产生了抗药性，严重影响了人类公共健康安全。随着

国家和政府对环保问题的不断重视，饲料添加剂中抗生素的使用逐步受到限制，

同时也促使了非抗生物饲料添加剂的发展和应用。微生物发酵饲料是运用微生物

发酵技术对豆粕、玉米、秸秆、酒、麸皮等底物进行发酵分解而生产的饲料蛋白、

酶制剂、益生菌、氨基酸、维生素等新型环保饲料产品，从而弥补常规饲料中缺

乏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不足，具有促进消化吸收、提高畜禽健康水平及

无二次污染等特点，符合当前的市场趋势。本项目的实施，将对新疆地区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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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远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五）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1、满足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 

近年来，公司为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市场环境变化，不断丰富自身业务结

构、持续推出新品。此外公司对产品品类、工艺等要素进行持续改进，确保公司

在产品方面具有持续行业领先优势。未来，公司将继续做强做优做大棉花加工、

番茄制品、甜菜制糖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并提高价值链。在公司持续推动生产

工艺升级、促进产品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司业务规模迅速提升，公司在市场

开拓、新产品研发、新项目建设等方面有较大资金需求。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缓解公司业务发展

所面临的流动资金压力，为公司未来经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提升公司的

行业竞争力，为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夯实基础。 

2、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及抗风险能力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宏观经济、产业及市场环境带来了较

大的不确定性，对公司营运资金的流动性和抵御风险能力提出了挑战。公司本次

发行拟募集资金 25,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对银行借款的依赖，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同时，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和财务状况将得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得以

增强。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新疆地区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 

新疆地区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是我国最主要的番茄、棉花和甜菜生产区之

一，新疆地处北纬 37 度至 47 度之间，水土资源丰富，光照强、日夜温差大、气

候干燥、沙质土地微量元素含量十分丰富，对农产品具有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

新疆是我国棉花的主产区，据统计 2020 年新疆棉花产量约 516 万吨，占全国产

量的 87.30%；新疆的番茄种植面积达 120 万亩，为全国加工番茄种植面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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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区；此外新疆还是我国第四大制糖产区和第一大甜菜糖产区，2018-2019 年

生产期甜菜种植面积达 130 万亩。因此，新疆地区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为本次募

投项目提供了充分的资源保障。 

（二）公司具有完善的技术储备 

公司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企业技术中心配

备高端硬件设施，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等方式吸引高端技术人才不断加入，提升

公司科技人才竞争优势。公司先后进行多项番茄、甜菜课题研究，成功申报第二

师、兵团、自治区、国家多项科研成果。建设的集职业健康、食品安全和环境监

测为一体的国家级第三方检测机构，填补了南疆地区行业空白。2020 年公司技

术中心对“番茄综合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中试”、“发酵番茄汁关键技术研究

及中试”、“果蔬精深加工重点实验室”等与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科技项目进行

了深入研发。因此，公司具备了顺利实施本次募投项目所必须的技术储备。 

（三）机制创新激发了公司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 

2018 年 8 月，公司被国务院国资委确定为国企改革“双百行动”试点企业。

近年来，公司通过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完成了机制创新，全面建立了市场化的

用人机制，管理及经理层全面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了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

机制，股权激励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中长期激励机制，从而在企业形成了“能者

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竞争机制，形成了“目标任务人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

“以奋斗者和价值贡献者为本”、“以能力论高低、以业绩定优劣”的管理新理念

和进取、改革、奋斗的企业文化，不断激发出企业强劲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为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人才保障。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具备可行性。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

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实现公司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巩固和发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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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实

力，有利于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由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建成投产并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可能有所下降；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随着项目效益的逐步显现，公司的

规模扩张和利润增长将逐步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逐步增加，净资产收益率

及每股收益将有所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行业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得到

增强。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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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增强经营业绩，符合

公司长期发展需求及股东利益。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具有

必要性及可行性。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