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

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

作为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保荐机构，经对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情况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或“牧原股份”）

拟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合计发行不超过 149,216,612 股股票（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全部由公司控股股东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集团”）

认购，认购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0 万元（含本数）。 

2021 年 10 月 18 日，公司与牧原集团签署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牧

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

生效的认购协议》。 

（二）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对象牧原集团

系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秦英林先生与钱瑛女士控制的企业，故本次

向牧原集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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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在审议相关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已经回避表决。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

议，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尚须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河南省内乡县灌涨镇杨寨村 

法定代表人 钱瑛 

成立日期 2008年6月27日 

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肥料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

发经营；酒类经营；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肥料生产；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二）股权控制关系 

牧原集团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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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牧原集团主营业务情况 

牧原集团成立于 2008 年 6 月，最近三年主要从事有机肥、生态农业及对外

投资等业务，经营范围为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肥料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房地产开发经营；酒类经营；食

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肥料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四）牧原集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牧原集团最近一年母公司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2020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1,517,071.54  

净资产    821,589.13 

营业收入    6,751.10 

净利润    43,419.25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五）最近五年处罚、诉讼、仲裁及诚信情况 

牧原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牧原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因本次发行与

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牧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除此之外，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牧原集团产生其他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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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2021 年 10 月 19 日），发行价格为 40.21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

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

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认购对象牧原集团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牧原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1、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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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

为 54.07%、40.04%、46.09%及 57.77%，随着公司产能拓展的持续投入和经营规

模的逐步增长，2019 年以来公司资产负债率呈现一定上升趋势。通过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有效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增强财

务稳健性、防范财务风险。同时，公司的资产净额将会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资

产结构将更加稳健，有利于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以及后续

融资能力，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增强公司实力，满足未来业务发展需求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33.88

亿元、202.21 亿元、562.77 亿元和 562.8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0 亿元、61.14 亿元、274.51 亿元和 87.04 亿元。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公司总

资产 1,692.05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1.99 亿元。随着经营规模

的扩大，公司正常运营和持续发展所需的资本性支出和营运资金将迅速增加，除

了养殖项目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外，还需要大量流动资金以保证原粮采购等重要

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经营实力，增强公

司的市场竞争力。 

3、展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有利于保

障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公司控股股东牧原集团全额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充分展示了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支持的决心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有

利于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同时亦有利于向市场以及中小股东传递积极

信号。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升公司抗风

险能力，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业务规模和资金实力，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提升公

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进而推动公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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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流动资产特别是货币

资金比例将有所上升，资产负债率水平将有所下降，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和财务风险，提高公司偿债能力及后续融资能力，增强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经过对相关事项的认真审核，发表事前

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有关规定，具备发行条件；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有

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竞争能力，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增强公司

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认购对

象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秦英林先生与钱瑛

女士控制的企业，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交易事项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

成影响，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认购对象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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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秦英林先生与钱瑛女士控制的企业，本次非公开发行构

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了表决；公司审议本次非

公开发行相关议案的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关联方认购价格公允，交易事项没有对

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内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监事会审核意见 

经审议，全体监事一致认为：在公司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已依法回

避表决，表决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议案。 

十、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招商证券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并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保荐机构对公司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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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  燚 

 

                                                                

孙远航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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