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新增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专户

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

作为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鱼”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

有关规定，对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新增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了核查，发表如下保荐意见：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121号）同意

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42,159,154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5.7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1,393,349.03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24,055.22万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69,293.81万元，于2020年10月9日募集资金到位。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0年10月9日对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编号为安永华明

（2020）验字第60657905_B02号的《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

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9月30日，公司累计直接投入项目募集资金 868,902.67 万

元（其中包括：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人民币 339,502.11 万元的自

筹资金），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539,789.19 万元（含扣除手续费后

的相关利息收入）。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369,293.81 万元，少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拟用募集资金的总投资额

1,387,000.00万元。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情况，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

利实施，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已将“乐清湾港区益海嘉里粮油加工港口综

合项目”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由112,000万调减到 94,293.81万元。

调整后，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1,369,293.81万元。 

公司现募投项目计划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 

集资金投资

金额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日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1 兰州新区粮油食品加工基地项目（一期）         1,508,000  1,100,000  604,426 

2 
益海嘉里集团粮油深加工项目 

（项目位于太原市） 
        1,474,820  900,000  458,412  

3 
乐清湾港区益海嘉里粮油加工港口综合项

目 
        1,050,254  942,938  610,622  

4 
米、面、油综合加工一期项目 

（项目位于合肥市） 
            920,000  800,000  463,010 

5 
益海嘉里（茂名）食品工业有限公司食品

加工项目 
            825,899  620,000  570,928  

6 
益海嘉里（青岛）风味油脂有限公司 -风味

油脂加工项目 
            480,000  440,000  174,288  

7 
益海嘉里（青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食品

加工项目 
        1,650,000  1,340,000  552,093  

8 
益海嘉里（青岛）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食用

植物油加工项目 
            910,000  900,000  326,842  

9 
油脂压榨精炼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 

（项目位于昆明市） 
            950,000  810,000  88,860  

10 益海嘉里（潮州）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387,357  300,000  181,232  

11 益海嘉里（潮州）饲料蛋白开发有限公司             528,030  500,000  264,444  

12 
益海嘉里（茂名）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粮油

加工项目 
            764,830  560,000  271,817  

13 
4000 吨/日大豆压榨项目 

（项目位于重庆市） 
            430,000  300,000  300,018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 

集资金投资

金额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日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14 
益海嘉里（霸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年初

加工 100 万吨小麦制粉项目 
        1,000,000  750,000  693,381  

15 益海嘉里（潮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674,557  640,000  408,927  

16 
东莞益海嘉里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厂区

（面粉三期项目） 
            500,000  320,000  285,511  

17 
面粉加工项目 

（项目位于重庆市） 
            340,000  250,000  240,446  

18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益海嘉里（富

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万吨/年玉米深

加工项目 

        1,830,000  1,550,000   1,550,901 

19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益海嘉里（富

裕）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25 万吨/年小

麦、4.5 万吨/年低温豆粕加工项目 

            784,000  670,000  642,870 

 合计         17,007,747 13,692,938 8,689,027 

（三）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及新增募投项目情况 

   单位：千元 

项目 项目名称 
调整前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拟调整募投

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金额 

拟调整的原募

投项目 

兰州新区粮油食品加工基地项

目（一期） 
1,100,000  -360,000  740,000  

益海嘉里集团粮油深加工项目

（项目位于太原市） 
900,000  -300,000  600,000  

乐清湾港区益海嘉里粮油加工

港口综合项目 
942,938  -200,000  742,938  

油脂压榨精炼及配套工程建设

项目 

（项目位于昆明市） 

810,000 -200,000 610,000 

益海嘉里（潮州）食品工业有

限公司 
640,000 -100,000 540,000 

拟新增的募投

项目 

益海嘉里湖南粮油食品加工基

地 
                       -           760,000          760,000  

益海嘉里华南粮油生产销售基

地 

（项目位于广州市） 

                       -           400,000          400,000  

合计 4,392,938                 -         4,392,938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及新增募投项目涉及的募投资金变动额为116,000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比例为8.47%。 

二、 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的基本情况 

为更好地迎合市场需求与业务发展需要，增强核心竞争力，并保障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益，经审慎分析和认真研究，在原有募集资金投资方向不

变的情况下，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情况（不含只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的项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

金投入额 
项目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

投入额 

兰州新区粮油

食品加工基地

项目（一期） 

油籽压榨 2,000 吨/日、浓香小

榨 100吨/日、精炼 1,000 吨/

日、包装油 780 吨/日、面粉

1,500 吨/日、大米 300 吨/日

及其他副产品 

1,508,000 1,100,000 

精炼 600 吨/日、包装油 

650 吨/日、面粉 1,500 

吨/日、浓香小榨 100吨/

日等 

954,543 740,000 

益海嘉里集团

粮油深加工项

目 

（本项目位于

太原市） 

大豆压榨2,000吨/日、大豆膨化

200吨/日、精炼600吨/日、小包

装1,330吨/日、大米850吨/日、

小麦1,500吨/日等。 

1,474,820 900,000 
大米850吨/日、小麦1,500

吨/日等 
837,175 600,000 

乐清湾港区益

海嘉里粮油加

工港口综合项

目 

1,000吨/日的油脂精炼、1,000

吨/日的食用油灌装、1,500吨/

日的面粉加工、油罐一二期等。 

1,050,254 942,938 

400吨/日的油脂精炼、757

吨/日的食用油灌装、

1,500吨/日的面粉加工、

油罐一期等。 

941,427 742,938 



 

 

项目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

金投入额 
项目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

投入额 

米、面、油综

合加工一期项

目 

（本项目位于

合肥市） 

日加工小麦 1,500 吨，日加工

水稻 1,000 吨，日灌装包装食

用油 600 吨，日加工米糠 600 

吨等 

920,000 800,000 

日加工小麦 1,500 吨，日

加工水稻 1,000 吨，日加

工米糠 600 吨等 

980,699 800,000 

合计 4,953,074 3,742,938  3,713,844 2,882,938 

 



 

 

（二）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的原因（不含只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的项目） 

1、兰州新区粮油食品加工基地项目（一期） 

（1）原计划投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兰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审批处出具的《关于<兰州新区粮

油食品加工基地项目（一期）>项目备案证明》（备案证号：新经发备

〔2018〕540号）。项目总投资合计为150,800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110,000万元，项目建设期为24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油籽压榨 

2,000 吨/日、浓香小榨 100吨/日、精炼 1,000 吨/日、包装油 780 吨/日、面

粉 1,500 吨/日、大米 300 吨/日及其他副产品等。本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可

实现年均营业收入570,177万元，年均净利润21,483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

为10.44%（税后），总投资回收期为9.97年（税后，含建设期），项目具

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投资估算详见下表： 

单位：千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额合计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1,388,000 92.04% 

1.1 建设投资静态部分 1,381,880 91.64% 

1.1.1 建筑工程费 498,940 33.09% 

1.1.2 设备及工器具购置安装费 724,110 48.02% 

1.1.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46,000 9.68% 

1.1.4 基本预备费 12,830 0.85% 

1.2 建设投资动态部分 6,120 0.41% 

1.2.1 涨价预备费 6,120 0.41% 

二 铺底流动资金 120,000 7.96% 

总 投 资 1,508,000 100.00% 

（2）实际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益海嘉里（兰州）粮油工业有限公

司。截至2022年9月30日，累计已投入资金69,671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27,741万元，设备购置费21,007万元，安装工程费5,123万元，工程建设及



 

 

其他15,800万元。已建成中小包装灌装车间及调油罐区（建筑面积13,232

平方米）、精炼车间及辅助罐区（建筑面积5,302平方米），散油罐区（建

筑面积1,969平方米）等。 

截至2022年9月30日，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为60,443万元，

募投项目投资进度54.95%，尚未实现效益。 

（3）项目变更的具体原因： 

为更好地服务和支撑公司新产业基地战略规划落地与业务发展需要，

增强核心竞争力，公司拟对兰州募投项目进行拆分。拆分后，兰州募投项

目更新为精炼 600 吨/日、包装油 650 吨/日、面粉 1,500 吨/日、浓香小榨 

100吨/日等；其他项目（油籽压榨 2,000 吨/日、大米 300 吨/日、精炼400

吨/日、包装油130吨/日及其他副产品）不再属于募投项目，由公司适时自

行建设。同时，在不影响更新后募投项目正常开展的情况下，调减36,000

万募集资金到新募投项目“益海嘉里湖南粮油食品加工基地”项下。 

本项目的变更基于公司实际发展需要进行的调整，有利于保持公司行

业领先性并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及产业布局，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益，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2、益海嘉里集团粮油深加工项目 

（1）原计划投资情况： 

本项目位于太原市，已取得山西转型总改示范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

《关于<益海嘉里集团粮食深加工项目>项目备案证明》（山西转型总改示

范区行政审批局备案项目代码：2018-330382-13-03-057083-000）。项目总

投资合计为147,482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90,000 万元，项目建设

期为24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大豆压榨2,000吨/日、大豆膨化200吨/

日、精炼600吨/日、小包装1,330吨/日、大米850吨/日、小麦1,500吨/日等。

本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均营业收入 421,153 万元，年均净利润 

16,379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为9.40%（税后），总投资回收期10.63年

（税后，含建设期），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投资估算详见下表： 



 

 

 
单位：千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额合计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1,356,760 91.99% 

1.1 工程费用 1,212,800 82.23% 

1.1.1 建筑工程费 561,030 38.04% 

1.1.2 设备购置费 578,350 39.21% 

1.1.3 安装工程费 73,420 4.98%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43,960 9.76% 

二 铺底流动资金 118,060 8.01% 

总 投 资 1,474,820 100.00% 

       （2）实际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益海嘉里（太原）粮油食品工业有

限公司。截至2022年9月30日，累计已投入资金63,740万元，其中：建筑工

程费24,415万元，设备购置费及安装17,798万元，工程建设及其他21,527万

元。已建成小麦筒仓（建筑面积2,897平方米）、机械楼（建筑面积3,204

平方米）、面粉生产车间（建筑面积25,663平方米）、综合库房（建筑面

积12,189平方米）、办公楼（建筑面积2,926平方米）、厂区道路（道路面

积26,068平方米）、消防罐体泵房(建筑面积533平方米）等。 

截至2022年9月30日，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为45,841万元，

募投项目投资进度50.93%，尚未实现效益。 

（3）项目变更的具体原因： 

为更好地服务和支撑公司新产业基地战略规划落地与业务发展需要，

增强核心竞争力，公司拟对太原募投项目进行拆分。拆分后，太原募投项

目更新为大米850吨/日、小麦1,500吨/日等；其他项目（大豆压榨2,000吨/

日、大豆膨化200吨/日、精炼600吨/日、小包装1,330吨/日）不再属于募投

项目，由公司自行建设。同时，在不影响更新后募投项目正常开展的情况

下，调减30,000万募集资金到新募投项目“益海嘉里湖南粮油食品加工基地”

项下。 

本项目的变更基于公司实际发展需要进行的调整，有利于保持公司行

业领先性并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及产业布局，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益，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3、乐清湾港区益海嘉里粮油加工港口综合项目 

（1）原计划投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乐清市发改局出具的《关于<乐清湾港区益海嘉里粮油

加工港口综合项目>项目备案证明》（乐清市发改局备案项目代码：2018-

330382-13-03-057083-000）。项目总投资合计为105,025万元，其中使用募

集资金投入94,294万元，项目建设期为36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000

吨/日的油脂精炼、1,000吨/日的食用油灌装、1,500吨/日的面粉加工、油

罐一二期等。本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均营业收入374,992万元，年

均净利润13,703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为12.74%（税后），总投资回收期

9.06年（税后，含建设期），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投资估算详见下表： 

单位：千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额合计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987,876 94.06% 

1.1 工程费用 814,086 77.51%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47,578 14.05% 

1.3 预备费 26,213 2.50% 

二 铺底流动资金 62,378 5.94% 

总 投 资 1,050,254 100.00% 

     （2）实际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益海嘉里（温州）粮油食品有限公

司。截至2022年9月30日，累计已投入资金75,107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25,984万元，设备购置费17,463万元，安装工程费11,730万元，工程建设及

其他19,930万元。已建成办公楼（建筑面积3,386平方米）、包装&罐区车

间（建筑面积17,817平方米）、精炼&污水车间（建筑面积5,898平方米）、

面粉车间（建筑面积48,898平方米）等，并投入运营。 

截至2022年9月30日，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为61,062万元，

募投项目投资进度64.76%。 



 

 

（3）项目变更的具体原因： 

为更好地服务和支撑公司新产业基地战略规划落地与业务发展需要，

建立核心竞争力。公司拟对温州募投项目进行拆分。拆分后，温州募投项

目更新为400吨/日的油脂精炼、757吨/日的食用油灌装、1,500吨/日的面粉

加工等。其他项目（600吨/日油脂精炼、243吨/日的食用油灌装、3.2万吨

罐区二期）不再属于募投项目，由公司自行建设。同时，在不影响更新后

募投项目正常开展的情况下，调减20,000万募集资金到新募投项目“益海嘉

里华南粮油生产销售基地”项下。 

本项目的变更基于公司实际发展需要进行的调整，有利于保持公司行

业领先性并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及产业布局，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益，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4、米、面、油综合加工一期项目 

（1）原计划投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合肥市庐江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米、面、

油综合加工一期项目>项目备案证明》（备案证号：2019-340124-13-03-

009523）。项目总投资合计为 92,0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80,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24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日加工小麦 1,500 吨，

日加工水稻 1,000 吨，日灌装包装食用油 600 吨，日加工米糠 600 吨等。

本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均营业收入 402,888 万元，年均净利润

8,335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9.08%（税后），总投资回收期为 11.04 年

（税后，含建设期），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投资估算详见下表： 

单位：千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额合计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840,000 91.30% 

1.1 建筑工程费用 489,350 53.19% 

1.2 设备购置安装费 254,700 27.68% 

1.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2,950 5.76% 

1.4  预备费用 43,000 4.67% 



 

 

二 铺底流动资金 80,000 8.70% 

总 投 资 920,000 100.00% 

（2）实际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益海嘉里（合肥）粮油工业有限公

司。截至2022年9月30日，累计已投入资金 46,301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

费 18,619 万元，设备购置费 17,482 万元，安装工程费 7,059 万元，工程建

设及其他 3,141 万元。目前项目尚在建设中。 

截至2022年9月30日，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为 46,301 万

元，募投项目投资进度 57.88%，尚未实现效益。 

（3）项目变更的具体原因： 

为更好地服务和支撑合肥产业基地战略规划落地与业务发展需要，增

强核心竞争力，公司拟取消日灌装包装食用油 600 吨，募投项目中其他项

保持不变。同时，因项目建材原料涨价，公司拟将项目投资总额调整为

98,070 万元，增加 6,070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保持 80,000 万元不变，

项目建设资金不足部分，公司将根据需要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本项目的变更是基于公司实际发展需要进行的调整，有利于保持公司

行业领先性并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及产业布局。 

（三）本次变更后募投项目情况说明（不含只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的项目） 

1、兰州新区粮油食品加工基地项目（一期）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变更后项目总投资合计为95,454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74,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48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精炼 600 吨/日、包装油 

650 吨/日、面粉 1,500 吨/日、浓香小榨 100吨/日等。 

投资估算详见下表： 

单位：千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额合计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882,753 92.48% 

1.1 工程费用 741,783 77.71% 



 

 

1.1.1 房屋、建筑物 368,179 38.57% 

1.1.2 机器设备 373,604 39.14%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9,052 13.52% 

1.3 预备费 11,919 1.25% 

二 铺底流动资金 71,790 7.52% 

总 投 资 954,543 100.00% 

         （2）项目可行性分析： 

基于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把部分项目从募投里剥离出来，把募集资金

投入到公司新产业基地，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项目可行性无变化。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变更后的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均营业收入408,921 万元，年均

净利润 11,798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9.44%（税后），总投资回收期 

15.85 年（税后，含建设期）。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2、益海嘉里集团粮油深加工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变更后项目总投资合计为83,718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60,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36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大米850吨/日、小麦

1,500吨/日等。 

投资估算详见下表： 

单位：千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额合计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769,880 91.96% 

1.1 工程费用 605,140 72.28%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64,740 19.68% 

二 铺底流动资金 67,290 8.04% 

总 投 资 837,170 100.00% 

      （2）项目可行性分析： 

基于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把部分项目从募投里剥离出来，把募集资金

投入到公司新产业基地，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项目可行性无变化。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变更后的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均营业收入 217,789 万元，年均净利

润 8,360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9.06%（税后），总投资回收期 10.83 年（税

后，含建设期）。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3、乐清湾港区益海嘉里粮油加工港口综合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变更后项目总投资合计为94,143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74,294元，项

目建设期为48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400吨/日的油脂精炼、757吨/日的食用

油灌装、1,500吨/日的面粉加工、油罐一期等。 

投资估算详见下表： 

单位：千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额合计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937,331 99.56% 

1.1 工程费用 739,675 78.57% 

1.2 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 169,536 18.01% 

1.3 预备费 28,120 2.99% 

二 铺底流动资金 4,096 0.44% 

总 投 资 941,427 100.00% 

         （2）项目可行性分析： 

基于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把部分项目从募投里剥离出来，把募集资金

投入到公司新产业基地，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项目可行性无变化。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变更后的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均营业收入 444,322 万元，年均

净利润 8,550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9.18%（税后），总投资回收期  

10.11 年（税后，含建设期）。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4、米、面、油综合加工一期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变更后项目总投资合计为98,070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80,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44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日加工小麦 1,500 吨，

日加工水稻 1,000 吨，日加工米糠 600 吨等。 



 

 

投资估算详见下表： 

单位：千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额合计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900,140 91.79% 

1.1 土建工程 304,710 34.52%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431,410 48.87% 

1.3 工程其他费用 59,840 6.78% 

1.4 其他费用 104,180 11.80% 

二 铺底流动资金 80,560 9.13% 

总 投 资 980,700 100.00% 

         （2）项目可行性分析： 

基于公司实际发展需要，募投项目中取消日灌装包装食用油 600 吨项

目，未改变募投方向，项目可行性无变化。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变更后的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均营业收入 281,076  万元，年均

净利润 12,687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2.42%（税后），总投资回收期 

10.10 年（税后，含建设期）。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四）仅调整部分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的原因 

1、油脂压榨精炼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 

（1）原计划投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昆明市晋宁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于<油脂压榨精

炼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项目备案证明》（晋发改备案[2019]35号）。项目

总投资合计为95,000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81,000万元，项目建设

期为24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日加工4000吨的大豆、菜籽等压榨；日

加工1,000吨食用油脂精炼；日加工120吨浓香菜油压榨；年加工40万吨中

小包装食用油；日加工600吨膨化大豆等。本项目完全达产后年均营业收

入 414,690 万元，年均净利润 19,369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为17.02%（税

后），总投资回收期7.99年（税后,含建设期），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投资估算详见下表： 

单位：千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额合计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916,063 96.43% 

1.1 建筑工程费 335,722 35.34% 

1.2 设备购置费 486,960 51.26% 

1.3 安装工程费 24,348 2.56% 

1.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5,411 2.67% 

1.5 预备费 43,622 4.59% 

二 铺底流动资金 33,937 3.57% 

总 投 资 950,000 100.00% 

（2）实际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益海嘉里（昆明）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截至2022年9月30日，累计已投入资金 46,294 万元，其中：建筑安工

程费 25,633 万元，设备购置费 18,065 万元，工程建设及其他 2,596 万元。

目前已建成包装车间（建筑面积17,010平方米）、35千伏变电站（建筑面

积621平方米）。 

截至2022年9月30日，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为 8,886 万元，

募投项目投资进度 10.97% ，尚未实现效益。 

（3）调整募集资金的具体原因： 

为更好地服务和支撑公司新产业基地战略规划落地与业务发展需要，

建立核心竞争力。此募投项目不变，调减20,000万募集资金到新募投项目

“益海嘉里华南粮油生产销售基地”项下。项目建设资金不足部分，公司将

根据需要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本项目的变更基于公司实际发展需要进行的调整，有利于保持公司行

业领先性并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及产业布局，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益，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2、益海嘉里（潮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1）原计划投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潮州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出具的《关于<益海嘉里（潮

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项目备案证明》（潮州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项目



 

 

代码：2018-445100-14-03-007580）。项目总投资合计为 67,456 万元，其

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64,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36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45万吨/年的面粉项目，配套的仓储、公用设施等项目。本项目完全

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均营业收入 135,100 万元，年均净利润 7,878 万元。

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0.61%（税后），总投资回收期10.36年（税后，含建

设期），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投资估算详见下表： 

单位：千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额合计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607,109 90.00% 

1.1 工程费用 491,399 72.85%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00,971 14.97% 

1.3 预备费 14,740 2.19% 

二 铺底流动资金 67,447 10.00% 

总 投 资 674,557 100.00% 

（2）实际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益海嘉里（潮州）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截至2022年9月30日，累计已投入资金 48,098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

费 25,129 万元，设备购置费 13,221 万元，安装工程费 3,757 万元，工程建

设及其他 5,991 万元。已建成制粉车间（建筑面积23,925平方米）、麸皮

仓库（建筑面积7,747平方米）、小麦筒仓（建筑面积23,350平方米）等，

并投入运营。 

截至2022年9月30日，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为 40,893 万

元，募投项目投资进度 63.89% ，尚未实现效益。 

（3）项目变更的具体原因： 

为更好地服务和支撑公司新产业基地战略规划落地与业务发展需要，

建立核心竞争力。此募投项目不变，调减10,000万募集资金到新募投项目

“益海嘉里湖南粮油食品加工基地”项下。项目建设资金不足部分，公司将

根据需要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本项目的变更基于公司实际发展需要进行的调整，有利于保持公司行

业领先性并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及产业布局，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益，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 本次拟新增募投项目情况 

（一） 拟新增募投项目原因 

长沙市望城区、广州市黄浦区都拥有明显的区位优势、雄厚的工业基

础和良好的企业投资环境，公司通过借助该地区在原材料供应、配套加工

和物流便捷、主销区方面的产业链优势，有利于公司降低采购和运输成本，

实现产业的延伸和规模的扩展。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结合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经公司审慎研究，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的建设内容及调减部分募投项目资金（含募集资金）投入额，新

增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专户，合计变更 116,000 万元募集资金投向全资子

公司益海嘉里（湖南）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的“益海嘉里湖南粮油食品加工

基地”项目、全资子公司益海嘉里（广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的“益海嘉

里华南粮油生产销售基地”项目。 

（二） 拟新增募投项目情况 

1、益海嘉里湖南粮油食品加工基地 

（1）项目基本情况及投资计划： 

本项目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益海嘉里（湖南）

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实施。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中小包装车间700吨/日，日

加工水稻 1,600 吨，日加工米糠 600 吨，日加工小麦 1,500 吨，配套的仓

储、公用设施等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合计为 114,00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76,000 

万元，建设期24个月。 

投资估算详见下表： 

单位：千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额合计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1,003,890 88.06% 



 

 

1.1 土建工程 938,800 82.35%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35,860 3.15% 

1.3 工程其他费用 29,240 2.56% 

二 建设期利息 49,720 4.36% 

三 铺底流动资金 86,390 7.58% 

总 投 资 1,140,000 100.00%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均营业收入 627,799 万元，年均净利润 

16,892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6.88%（税后），总投资回收期 7.36 年

（税后，含建设期）。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3）项目的必要性：  

1、项目的建设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新投资项目能为长沙市带来稳定的货源，增加人员就业，增加地方税

收，助推长沙市的战略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区域经济发展。 

2、 项目的建设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为了不断发展、壮大，满足社会对

优质产品的需求，必须根据企业的特点，依靠科技的进步，使企业经济效

益不断提高。益海嘉里集团在这几年努力开拓，锐意进取，生产经营均取

得了较大的发展，随着企业规模的快速发展，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原

来的产品结构和生产体系已不能完全满足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油脂不但

增加菜肴的口感，还可以补充营养，这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味觉补充。米

糠油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各种必须脂肪酸，谷维素，植物甾醇，生育酚，

三烯生育酚等），脂肪酸组成较为均衡，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小麦自古

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主食之一，小麦粉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

钙、铁、磷、钾、镁等矿物质。人们日常的饮食离不开面粉，面粉可以说

是每个中国家庭必备的主食之一。我国人口中有65%以水稻为主食，水稻

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必将有效提升公司的技术装备水平，扩大生产规

模，开拓新的市场，满足广大顾客的需求，从而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将企业做大做强。因此，实施此项目不仅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 

3、项目的建设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 

3.1  湖南省粮食产业基础薄弱，与粮食销售大省和经济强省地位不相

适应。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湖南省粮食产业经济总量取得了一定增长，2017

年总产值达到558亿元，增长幅度为13%，但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链条

短等问题依然存在。推进粮食产业经济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

涉及部门多，需要形成合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明确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增加绿

色优质粮食产品供给，促进粮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代粮食产业

发展体系，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力争到2022年，

全省粮食产业新增1000亿元产值，粮食优质品率突破85%，优质粮食产品

市场占有率突破70%，粮食加工转化率达到90%。 

3.2 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必须先培育粮食产业主体。 

全面实施“1112”粮食企业培育工程，着力培育一批引领转型升级的

粮食产业化龙头骨干企业。全省计划培育或引进1家主营业务收入80亿元

以上的特大型龙头企业，10家主营业务收入20亿元以上的大型龙头企业、

10家主营业务收入10亿元以上和20家主营业务收入5亿元以上的骨干龙头

企业。为了促进资产、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增强其带动辐射能力，鼓励

龙头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结成产业联盟，发展粮食产业化联

合体。 

3.3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才能破解粮食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要加快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和“放心粮油”供应网络体系建设，发

展全谷物等新型营养健康食品，着力培育“中国好粮油”产品。大力发展

方便食品、速冻食品，保护并挖掘传统主食产品，支持传统酿造业和传统

食品制造业提升发展。鼓励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粮食精深加工项

目，增加专用粕、专用粉、专用油等方面产品的有效供给。 



 

 

（4）项目的可行性：  

1、经济可行性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经营收入627,799万元，实现年净利润

16,892万元，投资回收期7.36年（含建设期）。从财务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2、政策可行性 

国发〔2017〕5号《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

的通知》中指出，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相关政策法规，放宽

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其中制造业重点取消轨道

交通设备制造、摩托车制造、燃料乙醇生产、油脂加工等领域外资准入限

制，对本项目的大规模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项目行业类别为C1331食用植物油加工、C1311稻谷加工、C1312小麦

加工。该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9年修正

版）中第一类“鼓励类”第十九项“轻工”第28条“米糠油生产线：采用分散快

速膨化，集中制油、精炼技术”。 

对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本项目属于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不

属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的通告》

（长政发【2020】7号），本项目稻壳气化炉的原料为稻壳，通过气化后

作为热源，不属于高污染燃料种类，望城经济开发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基

地（隶属铜官街道）也不属于禁燃区。《关于划分高污染燃料的规定》

（环发【2001】37号），未将生物质成型燃料划分为高污染燃料。 

2016年12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93号）文中述及要“优化结构布局”，其中的

第八条又进一步明确要求企业“加强综合利用”，“加快推进秸秆、稻壳米

糠、麦麸、油料饼粕、果蔬皮渣、畜禽皮毛骨血、水产品皮骨内脏等副产

物综合利用。”由此可见，本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是与国家倡导的“加

强综合利用”的精神一致的，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 



 

 

项目位于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基地内。该工业基地

主导产业定位：主要发展电力产业、化工和精细化工产业、新型建材和电

力配套产业、配套发展仓储物流产业。化工产业和精细化工产业，具体包

括食品化工、日用化工、汽车用化学品、照相用化学品、高分子材料、生

物化工制品、染料、涂料、香料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领域化工产

业；颜料、造纸化工、有机化工、塑料及橡胶化工及其制品等化工产业。

本项目为食用油、米和面粉生产，属于轻工，在食品化工范围内，其行业

与园区产业定位相符。 

因此，项目符合国家和政府的政策。 

3、技术可行性 

本项目建设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的方案，为保证工艺先进性，关键设

备引用国内外先进设备，其他辅助设备从国内厂商中优选。创造出一流的

粮食工艺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完全能够按照行业标准进行生产和检测，其

新技术方案的引入，将有效保证本项目顺利开展。本项目的建设，已经对

加工技术方案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新设备技术和操作过程进行了全面

的学习，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5）项目先期投入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使用自筹资金对

项目进行先期投入。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已完成工程调研、设计、

部分工程建设等工作。  

2、益海嘉里华南粮油生产销售基地 

（1）项目基本情况及投资计划： 

本项目位于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益海嘉里（广州）

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实施。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日加工水稻 1,200 吨，日加

工芝麻榨油 50 吨，日加工芝麻制品 50 吨，配套的仓储、公用工程等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合计为 55,93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40,000 万

元，建设期18个月。 



 

 

投资估算详见下表： 

单位：千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额合计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548,950 98.15% 

1.1 土建工程 529,910 94.75%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2,980 0.53% 

1.3 工程其他费用 16,060 2.87% 

二 铺底流动资金 10,350 1.85% 

总 投 资 559,300 100.00%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均营业收入 164,696 万元，年均净利润 

5,734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为8.59%（税后），总投资回收期9.17年（税

后，含建设期）。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3）项目的必要性：  

1、项目的建设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新投资项目能为广州市带来稳定的货源，增加地方税收，助推广州市

的战略发展规划，促进黄埔区经济发展。 

2、项目的建设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为了不断发展、壮大，满足社会对

优质产品的需求，必须根据企业的特点，依靠科技的进步，使企业经济效

益不断提高。益海嘉里集团在这些年努力开拓，锐意进取，生产经营均取

得了较大的发展，随着企业规模的快速发展，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原

来的产品结构和生产体系已不能完全满足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大米是人

类的主要粮食之一，也是亚洲人的主要粮食之一，全世界约有二分之一的

人口食用大米。米饭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米饭中的蛋白质主要是米

精蛋白，氨基酸的组成比较完全，人体容易消化吸收。稻谷加工业与农

业、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等紧密关联，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同时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食用植物油多样化、五谷杂粮类需求的增

加，我国芝麻油、五谷杂粮消费快速增长，推动芝麻加工业快速发展。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满足广大顾客的需求，从而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



 

 

力，将企业做大做强。因此，实施此项目不仅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 

（4）项目的可行性：  

1、经济可行性 

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均营业收入 164,696 万元，年均净利润 5,734 万元。

项目内部收益率为8.59%（税后），总投资回收期9.17年（税后，含建设

期）。从财务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2、政策可行性 

《粮油加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

目前粮油加工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粮油加工业发展方式粗放、大而不强

问题更加突出。产能结构性过剩与优质产能不足并存，深加工转化能力不

足与成品粮油过度加工并存，产业链条短，成品率低、副产物综合利用率

低、附加值低，创新能力不强，部分品种盲目无序低水平发展等矛盾亟待

有效疏解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粮油加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

因而，《规划》明确了下一步发展目标：产能结构进一步优化，深加工转

化能力明显增强。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明显提高，产业集中度稳步提升，

形成 30 家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过 100 亿元的骨干粮油企业。培育一批特色

突出的优势产业集群（园区、基地）。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益海嘉里（广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的建壮大

粮油加工企业规模，有利于保障国家大米的安全有效供给。本项目的实施

符合国家投资发展的产业、产品、技术的要求，将为广东建设作出一定的

贡献。因此，项目符合国家和政府的政策。 

3、技术可行性 

本项目建设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的方案，为保证工艺先进性，关键设

备采用国内先进设备。创造出一流的粮油工艺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完全能

够按照行业标准进行生产和检测，其新技术方案的引入，将有效保证本项

目顺利开展。本项目的建设，已经对稻谷和芝麻加工技术方案进行了全方

位的研究，对新设备技术和操作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学习，确保项目的顺利

进行。 



 

 

（5）项目先期投入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使用自筹资金对

项目进行先期投入。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已完成工程调研、设计等

工作。  

（三） 拟新增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1、新增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公司已在具有合法资质的银行新增设立银行账户，该新增银行账户未

开展过任何业务，拟作为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拟新增的募集资金

专户同原已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用途一致，仅用于存储、管理募集资金，

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作其他用途，同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具体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用途/项目名称 

益海嘉里（湖

南）粮油食品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长沙市望
城支行 

605479293229 
益海嘉里湖南粮油
食品加工基地 

益海嘉里（广

州）食品工业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

开发区西区支行 
3602180529100278339 

益海嘉里华南粮油

生产销售基地 

2、授权事项 

为确保募集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

理与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后续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含全资子

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事

项。 

四、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新增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专户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新增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专户，是公司

综合考虑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募投项目实施的便利性因素和成本效益权

衡后，经过综合审视、论证所作出的决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

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新增

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专户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该事项审议和决

策程序符合《上市规则》《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新增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专

户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新增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

专户是公司基于自身业务发展需要，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次变

更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变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

配置，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募

投项目并新增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专户。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新增募投项目

及募集资金专户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上述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新增募

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专户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

司变更募投项目并新增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专户实施内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新增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专户的核查意见》

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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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瑛英                                            贺星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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