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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收到了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立华股份”或“发行人”）

转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1〕02030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

求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回复中 2021 年 1-9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以下所述的核查程序不构成

审计或审阅。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基于立华股份对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说明以及

我们对问询函中相关事项的核查，现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问题 1 

2021 年前三季度，发行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0,463.45 万元，同

比下降 596.35%，主要原因为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58,908.30 万元。其中，发行人于

2021 年 6 月末对存栏商品鸡计提减值准备 32,611.03 万元，于 2021 年 9 月末对存栏

商品肥猪及仔猪计提减值准备，其减值准备期末余额为 30,117.55 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主要产品毛利率、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存

货成本及销售价格等情况，说明最近一期末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转回的依据及

其合理性；（2）发行人是否存在持续亏损的风险，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否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1）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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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主要产品毛利率、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存货成本及销售价格等情

况，说明最近一期末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转回的依据及其合理性 

2021 年 1-9 月，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的计提、转销/转回及对当期损

益的影响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初余额 

（A） 

本期计提 

（B） 

本期转销 

（C） 

本期转回 

（D） 

期末余额 

（E=A+B-C-D） 

计入资产减值损失

金额（F=B-D） 

鸡 90.54 37,237.76 22,084.05 11,767.04 3,477.21 25,470.72 

猪 84.43 34,390.27 4,273.79 83.35 30,117.55 34,306.92 

鹅 25.83 506.08 433.63 - 98.28 506.08 

合 计 200.80 72,134.11 26,791.48 11,850.39 33,693.04 60,283.71 

1、最近一期跌价准备计提整体情况 

2021 年 1-9 月，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的计提金额为 72,134.11万元，

主要系 2021 年 6 月末和 9 月末公司对存栏商品鸡和商品猪及仔猪计提较大金额的

跌价准备所致。 

（1）2021 年 6 月末公司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余额为 39,966.03 万元，

主要系受黄羽鸡市场行情下行影响，公司计提商品鸡跌价准备金额较大所致 

公司 2021 年 6 月商品鸡销售均价为 10.54 元/千克，处于报告期内商品鸡月均

销售价格低位，显著低于当月 11.96 元/千克的单位成本（即毛利率为-13.47%），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末对存栏商品鸡计提减值准备 32,611.03 万元。2021年 6 月末，

公司商品鸡跌价准备计提金额与期末存栏数量、销售均价、单位成本相匹配，计

提金额充分且合理，具体如下： 

项  目 2021 年 6 月 

期末计提跌价准备（万元） 32,611.03 

期末商品鸡存栏数量（万只） 10,156.22 

期末单只跌价准备（元/只） 3.21 

期末单位跌价准备（元/千克） 1.61 

月均销售价格（元/千克） 10.54 

月均单位成本（元/千克） 11.96 

月均单位毛利亏损（元/千克） 1.42 

注：期末单位跌价准备（元/千克）=期末单只跌价准备/月均销售均重。 



 

 

2-4 

 
 

（2）2021 年 9 月末公司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余额为 33,693.04 万元，

主要系受生猪市场行情下行影响，公司计提生猪跌价准备金额较大所致 

2021 年 9 月生猪市场价格跌至历史低位，公司 2021 年 9 月商品猪销售单价仅

为 11.68 元/千克，较 2020 年同期下降 66.22%，显著低于当月 22.62 元/千克的单位

成本（即毛利率为-93.66%），公司于 2021 年 9 月末对存栏商品肥猪及仔猪计提减

值准备，其期末减值准备余额为 30,117.55 万元（其中商品肥猪 26,819.48 万元、仔

猪 3,298.08 万元）。2021 年 9 月末，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主要系由商品猪构

成。整体层面看，公司商品猪跌价准备计提金额与期末存栏数量、销售均价、单

位成本相匹配，计提金额充分且合理，具体如下： 

项  目 2021 年 9 月 

期末计提跌价准备（万元） 26,819.48 

期末商品猪存栏数量（万只） 21.32 

期末单只跌价准备（元/只） 1,257.78 

期末单位跌价准备（元/千克） 11.98 

月均销售价格（元/千克） 11.68 

月均单位成本（元/千克） 22.62 

月均单位毛利亏损（元/千克） 10.94 

注：期末单位跌价准备（元/千克）=期末单只跌价准备/月均销售均重。 

2、计提政策的合理性 

公司各类消耗性生物资产按批次法核算，期末存栏的各批次商品鸡、商品鹅、

商品猪处于不同的生长日龄，期末存栏金额与完工成本相差较大，计算消耗性生

物资产跌价准备时计算公式如下： 

A.分类：商品鸡按照饲养日龄的不同，分为快速、中速、慢速三类分别计提

（快速鸡的饲养周期约为 45-65 天，中速鸡的饲养周期约为 66-89 天，慢速鸡的饲

养周期约为 90-120 天），商品猪、商品鹅各按其单类计提； 

B.计算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某类消耗性生物资产可变现净值=（该

类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平均售价*每只（头）均重-期末每只（头）平均销售费用）

*该类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结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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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确认应计提减值额：如果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该类消耗性生物资

产期末每只（头）平均成本*该类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结存数量，则计提跌价准备，

跌价准备金额=该类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每只（头）平均成本*该类消耗性生物资

产期末结存数量-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 

期末平均售价，按照各类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前后五天的平均售价；平均销

售费用按照期末当月的平均销售费用；期末平均成本，按照各类消耗性生物资产

期末当月的平均成本。 

其他上市公司的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计提方法 

温氏股份 

（300498.SZ） 

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按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算）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照

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生物资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

益。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金额应当予以恢复，

并在原已计提的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神农集团 

（605296.SH） 

考虑到生猪养殖周期较长和行情波动等因素，期后实际销售单价在各期末难

以合理预见，经过分析论证，为保证期末跌价计提方法的一贯性、连续性，

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时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跌价计提方法，公司以消

耗性生物资产期末前后五天的平均售价为估计售价计算其可变现净值，相应

的计提期末跌价准备。 

华统股份 

（002840.SZ） 

对于肉鸡，公司通过日龄估算期末肉鸡重量，通过肉鸡的历史出栏均重及单

位成本，估算至出栏待售需要投入的成本。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以 12 月份（或

9 月份）产品平均价格作为估计售价，扣减至出栏待售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后计算其可变现净值，并将可变现净值与存货成本进行比较，可变现净值

低于存货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注：温氏股份计提方法取自其披露的 2020年年度报告，其未单独披露估计售价的计算口径；神农集团计提

方法取自其 2021年 4月 27日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华统股份计提方法取自其 2020年 4

月 8日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其报告期为 2016年至 2019年 1-9 月）。 

综上，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与其他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

异，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且公司一直遵循连续性和一贯性原则，未随意变

更相关计提标准。 

3、最近一期末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2021 年 9 月末，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余额占消耗性生物资产和存货

原值的比例分别为 24.40%、18.14%，主要系存栏生猪跌价准备计提金额较大；温

氏股份、牧原股份、天邦股份、正邦科技、神农集团等生猪养殖上市公司均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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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披露其消耗性生物资产原值及跌价准备计提情况，仅部分披露了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情况，具体如下：①温氏股份 2021 年 1-9月份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89,166.10 万

元，占其 9 月末存货账面价值的比例为 12.85%；②牧原股份、神农集团未披露存

货跌价准备情况；③天邦股份 2021 年 1-9 月份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81,719.85 万元，

占其 9 月末存货账面价值的比例为 27.98%；④正邦科技 2021 年 1-9 月份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122,249.14 万元，占其 9 月末存货账面价值的比例为 8.26%。同行业上市

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主要受存货结构、区域价格、生产成本等因素影响

有所差异。 

4、最近一期存货跌价准备转销/转回的合理性 

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的转销/转回主要受黄羽鸡和生猪市场价格波动

的影响。最近一期内，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跌价准备计提余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初 一季度末 二季度末 三季度末 

鸡 90.54 1,370.46 32,611.03 3,477.21 

猪 84.43 - 6,947.20 30,117.55 

鹅 25.83 - 407.80 98.28 

合 计 200.80 1,370.46 39,966.03 33,693.0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生物资产》第二十一条，“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

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跌价准备金额

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受黄羽鸡和生猪市场价格下跌的影响，2021年 6 月末，公司计提商品鸡和生

猪跌价准备分别为 32,611.03 万元、6,947.20 万元。7-8 月，黄羽鸡市场行情仍较为

低迷，公司对期间销售商品鸡已提跌价准备做转销处理，转销金额为 21,993.52 万

元；9 月，黄羽鸡市场需求显著回暖、消费旺季效应开始显现，公司商品鸡销售

价格增长至 13.28 元/千克，已显著高于其单位成本，即 6 月末存栏商品鸡计提跌

价准备的影响因素已消失，公司对存栏商品鸡已提跌价准备做转回处理，转回金

额为 10,396.58 万元。第三季度，受生猪市场行情继续下行因素的影响，9 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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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猪销售均价已跌至 11.68 元/千克，公司对第三季度销售生猪已提跌价准备做

转销处理，并对 9 月末存栏生猪根据市场行情重新计算计提跌价准备，期末余额

为 30,117.55 万元。 

2021 年 1 月至 11 月公司商品鸡销售单价变动趋势 

 

2021 年 1 月至 11 月公司商品猪销售单价变动趋势 

 

注：上图中的销售单价取自公司月度销售均价，单位成本取自公司 2021年 1-9月平均成本。 

二、核查过程及核查结论 

6月,  10.54  

9月,  13.28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销售单价（元/千克） 单位成本（元/千克） 

6月,  15.30  

9月,  11.68  

 -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销售单价（元/千克） 单位成本（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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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析了发行人经营业绩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了解了主要畜禽产品和主

要饲料原料的价格变动情况，对比分析了发行人与其他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变动

及跌价准备计提情况，了解了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获取了发行

人的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 

经核查，我们认为：发行人最近一期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转回的依据充分，

符合会计政策和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具有合理性。 

问题 4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 99,438.74 万元，其他

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12,143.43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 497.47 万元，长期股

权投资期末余额为 7,971.11 万元，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余额为 13,106.50 万元，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 20,264.46 万元，投资性房地产期末余额为 954.12 万元。

本次募投项目拟募集资金已扣除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前六个月至

本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 1,927.95 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发行人

新投入或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2）结合相关财务报

表科目的具体情况，说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

括类金融业务），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0

的相关要求；（3）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情况，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

否持有其他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业地产，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

等业务，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目前是

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1）（2）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发行人律师核查（3）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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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发行人新投入或拟投入的财务

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 

2021 年 10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并于 2021年 11 月 4 日经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目前（即 2021 年 4 月份以来），公司不

存在类金融业务，新投入或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对象 新投入金额 拟投入金额 

江苏一号农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70.00 - 

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3.01 364.94 

2021 年 3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鼎华投资已与江苏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其持有江苏一号农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350 万股股

份，股权转让价款为 1,470 万元；2021 年 4 月，鼎华投资完成相关股权交割手续并

支付股权转让款。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

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鼎华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受让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603713.SH）持有的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

额 5,000 万元。截至目前，根据合伙企业各合伙人的出资安排，鼎华投资已实缴

4,635.06 万元，其中 2021 年 4 月份以来已实缴 93.01 万元，待实缴金额为 364.94 万

元。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金额已扣除公司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

入的财务性投资 1,927.95 万元（其中对江苏一号农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投资

款 1,470 万元、对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增投资款 93.01

万元及拟投资款 364.94万元）以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前就上述项

目以自筹资金已投入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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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相关财务报表科目的具体情况，说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

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0 的相关要求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类相关科目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应收款、

其他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可能存在财务性投资。截至最

近一期末，上述科目合计账面价值为 133,157.25 万元，占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比例为 22.12%；上述科目涉及财务性投资合计余额为 13,106.50 万元，

占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比例为 2.18%，不超过 30%。 

因此，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符合《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0 的相关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账面价值 
其中：产业

投资 

其中：属于低风险

金融产品 

其中：财务性

投资 

其中：其

他 

交易性金融资产 99,438.74 - 99,438.74 - - 

其他流动资产 497.47 - - - 497.47 

其他应收款 12,143.43 - - - 12,143.43 

长期股权投资 7,971.11 7,971.11 -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3,106.50 - - 13,106.50 - 

合计 133,157.25 7,971.11 99,438.74 13,106.50 12,640.90 

占归母净资产比例 22.12% 1.32% 16.52% 2.18% 2.10% 

1、交易性金融资产 

2021 年 9 月末，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 99,438.74 万元，均为公司购

买的低风险中短期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委托

方 
受托方 金额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起息日 到期日 

立华

股份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0,408.70 

世纪证券保本固定收益凭

证“世纪稳盈”T1 号 

本金保

障型 

2020/10/
14 

2021/10/
18 

立华

股份 

湘财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787.99 

湘财证券“智融”36 号（364

天）收益凭证 

本金保

障型 

2020/10/
29 

2021/10/
28 

立华

股份 

湘财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724.60 

湘财证券“智融”37 号（365

天）收益凭证 

本金保

障型 

2020/11/
30 

2021/11/
30 

立华

股份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3,006.73 

平安信托周周成长债权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固定收

益类 
2021/9/8 

无固定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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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

方 
受托方 金额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起息日 到期日 

立华

股份 

湘财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0,020.82 

湘财证券“智融”54 号（365

天）收益凭证 

本金保

障型 

2021/9/1
4 

2022/9/1
4 

立华

股份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5,001.11 银泰证券如意收 202104 期 

本金保

障型 

2021/9/2
8 

2022/3/3
0 

阜阳

立华 

湘财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2,489.04 

湘财证券“智融”35 号（364

天）收益凭证 

本金保

障型 

2020/10/
15 

2021/10/
14 

阜阳

立华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041.56 

国盛证券收益凭证-国盛收

益 616 号 

本金保

障型 

2021/5/2
5 

2021/11/
23 

阜阳

立华 

湘财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8,068.30 

湘财证券“智融”50 号（180

天）收益凭证 

本金保

障型 

2021/7/1
6 

2022/1/1
1 

阜阳

立华 

湘财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5,089.32 

湘财证券“智融”45 号（210

天）收益凭证 

本金保

障型 

2021/4/2
2 

2021/11/
18 

安庆

立华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800.57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

款【CSDPY20210534】 

本金保

障型 

2021/9/1
0 

2021/12/
13 

合  计 99,438.74 - - - - 

公司购买上述理财产品主要系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为了对货币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上述理财产品投资风险较低，投资标的主要为国债、

央票、金融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公司债及

现金，同业存款、债券回购、同业拆借等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和其他符合监

管要求的资产，期限相对较短，不属于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因此

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2、其他流动资产 

2021 年 9 月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账面价值为 497.47 万元，主要系待抵扣进

项税额，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3、其他应收款 

2021 年 9 月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12,143.43 万元，具体构成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占比 

押金和保证金 2,950.46 24.30% 

员工备用金 534.78 4.40% 

农户借款 7,087.96 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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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金额 占比 

代垫款及其他 1,570.23 12.93% 

合  计 12,143.43 100.00% 

2021 年 9 月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是押金和保证金、农户借款、代垫款等。

其中，押金和保证金主要系公司租赁设施农用地向政府相关部门缴纳的复垦保证

金；农户借款系公司为了鼓励合作农户扩大养鸡规模，提高鸡舍建设标准，向符

合要求的合作农户借款，以协助其解决新建、改造鸡舍和购置设备所需资金，更

好的实现公司与农户的长期稳定合作和共同发展；代垫款及其他主要为公司替农

户垫付的运费、免疫打针费、设备款以及政府征地公司垫付的征地款。经核查，

公司其他应收款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向第三方提供财务资助等行为，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4、长期股权投资 

2021 年 9 月末，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7,971.11 万元，系对常加（上

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加科技”）的股权投资，出资时点为 2019 年

7 月至 12 月。常加科技的主营业务为生猪的养殖和销售，属于公司主营业务之一，

公司投资常加科技有利于公司扩大生猪养殖的区域布局，因此属于产业投资，不

属于财务性投资。 

5、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21 年 9 月末，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具体投资事项 账面金额 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49.64 是 

北京康君宁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6.69 是 

西藏中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56.16 是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76.54 是 

江苏一号农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7.46 是 

合  计 13,106.50 - 

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投资时点、金额及是否拟继续投入情况具体如下： 

投资标的 投资时间 认缴时间和金额 实缴时间和金额 尚待实缴 是否拟 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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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继续投

入情况 

比例 

北京君联晟源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9 月 

5,000.00万元（按照

普通合伙人缴资通

知要求分期缴付） 

4,635.06 万元（按照普通合

伙人缴资通知于 2020年 4

月至 2021年 9月分次缴

付） 

364.94 万元 是 0.71% 

北京康君宁元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2 月 

2,000.00万元（按照

普通合伙人缴资通

知要求分期缴付） 

2,000.00 万元（按照普通合

伙人缴资通知于 2020年 9

月至 2021年 2月分次缴

付） 

0 万元 否 3.87% 

西藏中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48.96万元（自袁地

保、珠海创钰铭泰

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受让

股份） 

148.96 万元（2020年 7 月支

付转让对价） 
0 万元 否 1.21%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 

585.52万元（未明确

约定） 

585.52 万元（根据参股公

司通知分别于 2003年 12

月、2004年 6月、2007年

10 月、2017年 5月分次缴

付） 

0 万元 否 0.06% 

江苏一号农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350.00万元（自江苏

谷丰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受让股份） 

350.00 万元（2021年 4 月支

付转让对价） 
0 万元 否 6.44% 

注 1：上表中认缴金额为认缴股本或认缴份额，实缴金额为实缴股本或实缴份额。 

注 2：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人为立华股份，其余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投资人均系立华

股份的全资子公司江苏鼎华投资有限公司。 

注 3：根据江苏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江苏鼎华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江苏鼎华投资有限公

司自江苏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其持有的 350万股江苏一号农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权转让价款

为 1,470.00万元。 

因此，公司最近一期末财务性投资合计余额为 13,106.50 万元，占公司合并报

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比例为 2.18%，不超过 30%，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

资，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0 的相关要求。 

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北京康君宁元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均由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或其相关

方担任基金管理人，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公司持有上述投资，有利于其充分

利用专业投资机构的优质资源及丰富的投资经验，获取合理的投资收益，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未来将根据投资进展情况制定相应的处置计划。 

西藏中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声屏障的研发、生产、销售并提供相关

的安装和售后服务；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总部位于常州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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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持有上述投资，以获取合理的投资收益，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未来将根据投资进展情况制定相应的处置计划。 

江苏一号农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代码为

870986.OC，公司主要从事有机农产品的种植和销售，具有丰富的农产品销售渠道，

对公司销售渠道拓展有积极影响。 

6、合并范围内的投资基金和投资企业 

2021 年 9 月末，公司合并范围内主体包括 60家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合并范围

内的投资基金。除全资子公司江苏鼎华投资有限公司从事投资业务外，其余 59 家

全资子公司均主要从事黄羽肉鸡的养殖、屠宰加工和销售，以及商品肉猪及肉鹅

的养殖和销售等相关业务，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公司对江苏鼎华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时点、金额及是否拟继续投入情况具体

如下： 

投资标的 投资时间 认缴时间和金额 实缴时间和金额 
尚待实缴

金额 

是否拟

继续投

入情况 

持股

比例 

江苏鼎华投资有限

公司 

2016 年 12

月至 2021

年 4 月 

10,000万元（2016 年

12 月设立，2037 年 1

月 31 日前出资） 

10,000 万元（2019年 10 月

至 2021年 4 月分三期出

资） 

0 万元 否 100% 

江苏鼎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华投资”）从事投资业务，注册资本 1 亿

元已实缴到位，其期末资产总额约为 1.92 亿元，其主要资产系：①鼎华投资持有

的对常加科技的股权投资，记账科目为“长期股权投资”，期末账面价值为 7,971.11

万元，具体情况参见“4、长期股权投资”，不属于财务性投资；②鼎华投资持有的

对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康君宁元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西藏中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一号农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权投资，记账科目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合计账面价值为 11,229.95 万

元，具体情况参见“5、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属于财务性投资。 

三、核查过程及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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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核查了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等科目明细，核查了参股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告文件以及说明文件。 

经核查，我们认为：（1）本次募集金额已扣除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

六个月至今新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 1,927.95 万元（其中对江苏一号农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投资款 1,470 万元、对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新增投资款 93.01 万元及拟投资款 364.94 万元）；（2）发行人最近一期

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况，符合《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0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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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江苏立华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之签署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二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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