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2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的投资：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
额

募集资金使用
金额

1

生猪养殖

淮北市濉溪县燕头现代化生猪养
殖产业化项目

13,200

12,100

2

生猪养殖

淮北市濉溪县和谐现代化生猪养
殖产业化项目

9,600

8,700

3

生猪养殖

蚌埠市怀远县池庙现代化生猪养
殖产业化项目

14,400

13,100

4

生猪养殖

蚌埠市怀远县钟杨湖现代化生猪
养殖产业化项目

14,400

13,200

5

生猪养殖

东早科年存栏 11000 头父母代猪
场项目

13,200

11,800

6

生猪养殖

豆宝殿年存栏 5600 头父母代猪
场项目

7,280

5,900

7

生猪养殖

牛卧庄年存栏 11000 头父母代猪
场项目

13,200

11,800

8

生猪养殖

南贾村年存栏 5000 头父母代猪
场项目

6,000

5,300

9

生猪养殖

郓城县潘渡镇杨庙村现代化生猪
养殖产业化项目

10,920

10,000

10

生猪养殖

郓城县程屯镇肖南村现代化生猪
养殖产业化项目

15,600

14,300

11

生猪屠宰及肉
制品加工

安徽阜阳 500 万头生猪屠宰及肉制
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132,795

94,300

12

生猪屠宰及肉
制品加工

广西贵港 500 万头生猪屠宰及肉制
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135,571

97,000

13

饲料生产加工

年产 100 万吨猪饲料与 20 万吨水
产饲料建设项目

30,000

26,500

1

14

-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96,000

96,000

512,166

420,000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资金需求轻重缓
急等情况，以自筹资金支付项目所需款项，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低于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
资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猪肉食品产业链等项目，包括
生猪养殖、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饲料生产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1、淮北市濉溪县燕头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该项目位于淮北市濉溪
县孙疃镇燕头村，项目建设后年存栏母猪 11,000 头，预计年产仔猪 28 万头。本
项目实施主体为淮北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建设期 12 个月。项目总投资 13,200
万元，本次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12,100 万元。
2、淮北市濉溪县和谐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该项目位于淮北市濉溪
县铁佛镇和谐村，项目建设后年存栏母猪 8,000 头，预计年产仔猪 20 万头。本
项目实施主体为淮北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建设期 12 个月。项目总投资 9,600
万元，本次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8,700 万元。
3、蚌埠市怀远县池庙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该项目位于蚌埠市怀远
县褚集镇池庙村，项目建设后年存栏母猪 12,000 头，预计年产仔猪 30 万头。本
项目实施主体为蚌埠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建设期 12 个月。项目总投资 14,400
万元，本次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13,100 万元。
4、蚌埠市怀远县钟杨湖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该项目位于蚌埠市怀
远县双桥镇钟杨湖村，项目建设后年存栏母猪 12,000 头，预计年产仔猪 30 万头。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蚌埠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建设期 12 个月。项目总投资 14,4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额为 13,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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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早科年存栏 11,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该项目位于衡水市景县广川镇
东早科村，项目建设后年存栏母猪 11,000 头，预计年产仔猪 28 万头。本项目实
施主体为河北福航汉世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期 12 个月。项目总投资 13,2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额为 11,800 万元。
6、豆宝殿年存栏 5,6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该项目位于故城县辛庄乡豆宝
殿村，项目建设后年存栏 5,600 头存栏母猪，预计年产仔猪 14 万头。本项目实
施主体为河北福航汉世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期 12 个月。项目总投资 7,28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额为 5,900 万元。
7、牛卧庄年存栏 11,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该项目位于故城县辛庄乡牛卧
庄村，项目建设后年存栏 11,000 头母猪，预计年产仔猪 28 万头。本项目实施主
体为河北福航汉世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期 12 个月。本项目总投资 13,2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额为 11,800 万元。
8、南贾村年存栏 5,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该项目位于河北省冀州区西王
镇南贾村，项目建设后年存栏 5,000 头母猪，预计年产仔猪 12 万头。本项目实
施主体为河北福航汉世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期 12 个月。本项目总投资
6,0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额为 5,300 万元。
9、郓城县潘渡镇杨庙村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该项目位于山东省郓
城县潘渡镇杨庙村，项目建设后年存栏 8,400 头母猪，预计年产仔猪 21 万头。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郓城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建设期 12 个月。本项目总投资
10,92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额为 10,000 万元。
10、郓城县程屯镇肖南村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该项目位于山东省郓
城县程屯镇肖南村，项目建设后年存栏 12,000 头母猪，预计年产仔猪 30 万头。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郓城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建设期 12 个月。项目总投资 15,6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额为 14,300 万元。
11、安徽阜阳 500 万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该项目位于安
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杨桥食品产业园，项目建设后设计年屠宰生猪 500 万头，年加
工肉制品 3 万吨。本项目实施主体为阜阳天邦食品有限公司，建设期 1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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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 132,795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额为 94,300 万元。
12、广西贵港 500 万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该项目位于广
西贵港市覃塘区，建设包括生产车间、屠宰车间、办公楼、宿舍楼、综合楼等。
项目建设后设计年屠宰生猪 500 万头，年产肉制品 3 万吨。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贵
港天邦食品有限公司，建设期 18 个月。项目总投资 135,571 万元，本次募集资
金计划使用金额为 97,000 万元。
13、年产 100 万吨猪饲料与 20 万吨水产饲料建设项目。该项目位于广西省
贵港市覃塘区，项目建设生产车间、仓库、办公楼、综合楼等。项目建设后设计
年产 20 万吨高档水产膨化料、100 万吨猪料。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贵港天邦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建设期 15 个月。项目总投资 30,0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计划使
用金额为 26,500 万元。
14、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 96,000 万元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分析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 420,000 万元，其中用于猪肉食品产业链建设项目
（包括生猪养殖、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猪饲料生产）和水产饲料生产建设项
目金额为 324,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96,000 万元。项目募集资金使
用的必要性分析如下：
1、猪肉食品产业链建设项目
（1）发展规模化养殖是建设现代畜牧业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生猪饲养仍以散养为主，产业结构不合理。存在良种繁育体系不
完善，层次结构不分明，养猪场基础设施薄弱，选育水平低，供种能力小等一系
列问题，难以适应现代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及
国家各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
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等政策法规，
大力扶持及推进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畜禽养殖，增强畜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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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策引导与养殖效率的要求，我国正推动畜牧业的转型升级，从传
统养殖方式向规模化、生态环保、高效安全的方向发展，增加行业集中度。因此，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响应了国家政策法规对“规模化养殖”的发展要求，符合
畜牧业发展趋势。同时，该项目实施后，公司将新增近 240 万头出栏生猪，能让
公司牢牢把握市场转型带来的良机，扩大出栏量、为市场提供稳定的生猪供应。
（2）有利于公司加快战略布局优化，打造猪肉食品全产业链，进一步促进
公司产业一体化发展
在公司“饲料—养殖—屠宰及食品”一体化产业链布局中，公司饲料业务、
养殖业务排名均位居全国前列，生猪屠宰及食品业务起步相对较晚。公司大力发
展生猪屠宰及食品业务不仅符合产业发展趋势，也是进一步深化公司产业链一体
化发展、巩固和提升公司在市场领先地位的重要举措。
本次募集资金建设多个现代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将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已
有优势，进一步提高规模效应，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并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公司把食品加工业务作为未来产业链延伸及新的利润增长点培育，本
次募集资金建设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有助于公司加速产业链进一步向下
延伸的布局，通过外部交易内部化，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获得增值利润，
并有效平抑猪周期的波动、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盈利能力。
本次项目的建设实施，有利于公司打造从种源、饲料、疫苗动保、生猪养殖、
屠宰、精深加工到终端销售的猪肉食品全产业链，进一步促进公司产业一体化发
展，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思路。
（3）肉类消费水平结构性升级，肉制品生产加工迎来快速发展机遇期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
民饮食结构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消费结构，正逐步向植物
性与动物性并重方向发展。农村城镇化后，农民生活已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
生活逐步向改善型消费转变，对食品消费需求从量的需求转变到质的要求。同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文化得到改变，人们开
始追求优质、安全、卫生的饮食，消费者对消费食品品牌、品质、安全性等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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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需求，优质、安全的食品将成为主流食品。在这些条件下，安全优质的猪
肉制品的生产、加工必然得到快速发展，并向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近些年，我国肉类的结构性消费升级发端于大城市，目前正在向中等城市和
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扩散。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连锁超市的发展和冷藏物流手
段的改善，各种冷却分割肉、小包装肉、中西式生熟肉制品等增长迅速，在餐馆
就餐食肉的数量和比重年年上升，为国内肉类加工业扩大生产能力、调整生产结
构都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使我国生猪养殖业有了较快发展，以商品代肉畜为代
表的猪肉制品需求有了较大增长。因此，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可以为市场提供更
多的、优质安全猪肉食品，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4）有利于公司抓住本轮上升周期，提高市场份额，获取市场竞争优势
近年来，国内生猪养殖巨头均持续进行扩产能、降成本、增效率、信息化、
强整合。为了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牧原股份、正邦科技、天康生物、金新农
等同行业上市公司积极进行投资扩产，通过可转债、公司债等多种融资工具募集
资金投入生猪养殖项目。
随着商品猪市场价格上升以及生猪产业景气度上行，公司需要把握生猪产业
发展的黄金周期，及时布局、加大投资、提升生猪养殖效率及屠宰加工、饲料生
产等产业链布局建设，从而快速提高市场份额。本次募投项目涉及多个现代化生
猪养殖产业化项目、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饲料加工等生猪产业链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后将大大增加公司的存栏能繁母猪数量以及商品猪的生产能力，提升公
司生猪屠宰及肉制品供给能力，有助于公司抓住本轮猪价上升的良好行业趋势，
扩大销售、提高市场份额。
（5）项目实施有助于公司饲料业务结构优化，提升饲料业务的盈利能力
公司以水产饲料业务起家，经过多年的战略布局、调整以及业务扩张，公司
在饲料领域实现了行业领先。近年来，公司大力发展猪饲料业务，并力争实现在
暂时没有自有饲料厂配套的生猪养殖区域，建设猪饲料生产基地，大范围替代
OEM 代工厂，在自身具备配方、生产工艺和核心原料的基础上，实现猪饲料自
产自给，更好的保证饲料的质量安全，并持续优化饲料生产与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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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生猪饲料的生产能力，带动公司
生猪养殖的生产与销售，加强饲料、养殖的一体化协同效应。由此，伴随公司生
猪养殖业务的快速发展，饲料业务中猪饲料产销量及比重将增加，促进饲料业务
结构进一步优化，提升饲料业务的整体盈利能力。
2、水产饲料生产建设项目
2018 年我国水产养殖总产量超过 5,000 万吨，占我国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达
78%以上，是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主要渔业国家。同时水
产养殖业的环保整治逐渐加大，从 2017 年网箱拆除已经延伸到池塘禁养。2019
年 2 月农业农村部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
意见》，将改善养殖环境作为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政策和资金
支持引导养殖户转型升级，提高健康养殖水平，科学设置网箱网围，提升养殖尾
水处理能力，实现生产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全熟化饲料是一种低污染、浪费少、高效率、高转化率的优质环保型饲料。
全熟化饲料不仅覆盖了名优水产养殖，同时在罗非鱼、草鱼和鲫鱼等大宗水产养
殖取得很好的应用效果。高端的全熟化饲料的使用将是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水产
养殖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公司饲料业务定位于全熟化和酵香型高端水产饲料，生产工艺和专业技术行
业领先。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双（单）螺杆挤压全熟化工艺和酵香型鱼料生产线
20 多条，其中宁波余姚生产基地拥有 6 条全熟化生产线和 2 条微粒子料生产线，
是目前国内名列前茅的大规模的高端全熟化饲料生产工厂；盐城天邦、安徽天邦、
青岛七好、越南天邦拥有全熟化及水产专用生产线超过 10 条，公司正在布局华
南生产基地，逐渐形成全熟化虾料及全熟化沉性鱼料生产基地布局。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高端全熟化水产饲料生产建设项目，是公司落实华南地区
高档水产饲料规模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水产饲料市场主要集中在华中、
华南、华东三大地区，其中广东、江苏、湖北位列水产饲料销量前三位，占全国
近 40%的市场份额。华南市场作为最主要的水产饲料市场，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近年来公司重点布局华南市场，力争实现差异化发展，发挥公司生产工艺及生产
设备优势，将产品定位在高端全熟化鱼虾沉性料（含虾料、加州鲈、甲鱼、石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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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鲟鱼等）和高端全熟化鱼料（黄颡、生鱼、蛙料等）两个方向，成为在华南地
区具备较强竞争力的高端水产料企业，使公司水产饲料板块成为实现百万吨水产
饲料战略目标的核心产销基地之一。
3、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96,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必要性分
析如下：
（1）满足公司日常营运资金需求，降低公司流动性风险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经营性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3,761.62

517,079.25

332,179.75

237,261.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8,252.19

498,083.31

298,699.92

185,959.79

-4,490.57

18,995.93

33,479.83

51,30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3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 51,301.80 万元、33,479.83 万元、18,995.93 万元、-4,490.57 万元。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1-3 月经营性净现金流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生猪市场价
格大幅下降，生猪出栏规模增加，但公司收入增长幅度低于成本增长幅度，导致
经营现金净流入下降。另外，近年来公司经营规模逐渐扩大，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使经营现金净流入有所降低。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
扩大，经营现金流净流入不断降低，公司日常营运资金面临着较大压力。
公司参考《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令 2010 年第 1 号)测算了
2019 年预计营运资金需求量，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营业收入(a)

451,895.06

营业成本(b)

399,056.68

平均应收账款(c1)

5,125.47

平均预付账款(c2)

6,152.43

平均存货(c3)

124,4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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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平均应付账款(c4)

39,704.41

平均预收账款(c5)

18,491.87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d1=当期天数/(a/c1))

4.08

预付账款周转天数(d2=当期天数/(b/c2))

5.55

存货周转天数(d3=当期天数/(b/c3))

112.24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d4=当期天数/(b/c4))

35.82

预收账款周转天数(d5=当期天数/(a/c5))

14.73

营运资金周转次数(e=当期天数/(d1+d2+d3-d4-d5))

5.05

销售利润率(f)

-12.14%

2019 年预计营业收入增长率(g)

47.63%

2019 年预计营运资金需求量(h=a*(1-f)*(1+g)/e)

148,205.55

注：2018 年，2019 年 1-3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7.63%、47.64%，假设公司 2019 年
度预计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47.63%(g)。

经测算，公司 2019 年营运资金需求量预计为 148,205.55 万元。2016 年末、
2017 年末、2018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7,247.46 万元、42,952.09 万元、
47,856.13 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开支，无法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求。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51,301.80 万元、33,479.83
万元、18,995.93 万元，均远低于营运资金需求量，公司依靠经营活动现金流无
法满足营运资金需求。
在公司营运资金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近年来公司主要通过银行借款筹集
流动资金，由此导致借款余额大幅增加。2018 年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173,161.80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127,661.80 万元，增长幅度为 280.57%。如公司
继续通过债权筹集资金，将严重影响公司盈利能力，公司通过股权筹集日常经营
所需流动资金存在必要性。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96,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填补公司营运
资金缺口，降低公司流动性风险，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
（2）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公司偿债风险
近年来，随着公司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公司通过银行补充营运资金借款余额
大幅增加，资产负债率持续攀升且处于较高水平。2018 年、2019 年 3 月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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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情况如下：
2019.03.31
证券代
码

公司简称

流动比率

速动比
率

2018.12.31
资产负
债率(合
并)

流动比
率

资产负
债率(合
并)

速动比
率

300498

温氏股份

1.64

0.45

33.24%

1.64

0.38

34.06%

002714

牧原股份

0.68

0.18

57.72%

0.72

0.21

54.07%

002157

正邦科技

0.67

0.23

69.89%

0.71

0.25

68.02%

平均值

1.00

0.29

53.62%

1.03

0.28

52.05%

天邦股份

0.62

0.22

66.64%

0.67

0.21

61.52%

002124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业公司行业的平均水平，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一定程
度上制约公司的业务发展。在当前信贷收缩的融资环境下，公司进一步获得银行
授信额度的难度将加大，不利于公司及时补充营运资金以满足不断扩大的业务规
模及实施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另外，银行借款或债券融资具有一定的期限，
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进行支持，负债规模的持续扩大将
不利于公司业务的进一步扩张，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营运资金得到补充，资产负债率下降，
降低公司的偿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为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三）项目效益情况
税后内部收
益率（%）

投资回收期
（年）

序号

项目名称

产能

1

淮北市濉溪县燕头现代
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年存栏母猪 11,000 头，预
计年产仔猪 28 万头

25.95

4.68

2

淮北市濉溪县和谐现代
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年存栏母猪 8,000 头，预
计年产仔猪 20 万头

24.53

4.88

3

蚌埠市怀远县池庙现代
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年存栏母猪 12,000 头，预
计年产仔猪 30 万头

24.55

4.88

4

蚌埠市怀远县钟杨湖现
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
目

年存栏母猪 12,000 头，预
计年产仔猪 30 万头

24.55

4.88

5

东早科年存 11,000 头父
母代猪场项目

年存栏母猪 11,000 头，预
计年产仔猪 28 万头

25.34

4.77

10

税后内部收
益率（%）

投资回收期
（年）

序号

项目名称

产能

6

豆宝殿年存栏 5,600 头父
母代猪场项目

年存栏母猪 5,600 头，预
计年产仔猪 14 万头

24.77

4.85

7

牛卧庄年存栏 11,000 头
父母代猪场项目

年存栏母猪 11,000 头，预
计年产仔猪 28 万头

25.34

4.77

8

南贾村年存栏 5,000 头父
母代猪场项目

年存栏母猪 5,000 头，预
计年产仔猪 12 万头

25.24

4.78

9

郓城县潘渡镇杨庙村现
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
目

年存栏母猪 8,400 头，预
计年产仔猪 21 万头

24.50

4.89

10

郓城县程屯镇肖南村现
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
目

年存栏母猪 12,000 头，预
计年产仔猪 30 万头

24.29

4.92

屠宰加工
24.27

6.22

11

安徽阜阳 500 万头生猪屠
宰及肉制品加工基地建
设项目

肉制品加工
23.80

6.15

屠宰加工
15.65

8.00

肉制品加工
26.00

4.08

15.47

8.06

12

13

年屠宰生猪 500 万头，年
加工肉制品 3 万吨

广西贵港 500 万头生猪屠
宰及肉制品加工基地建
设项目

年屠宰生猪 500 万头，年
加工肉制品 3 万吨

年产 100 万吨猪饲料与
20 万吨水产饲料建设项
目

年产 100 万吨猪料、20
万吨高档水产膨化料

（四）项目备案及审批手续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审批备案的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

1

淮北市濉溪县燕头现代
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濉发改政务[2017]4 号
濉发改政务[2018]4 号
濉发改政务[2018]280 号

淮环行[2018]19 号

2

淮北市濉溪县和谐现代
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濉发改政务[2017]135 号
濉发改政务[2018]5 号

淮环行[2018]15 号

3

蚌埠市怀远县池庙现代
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2017-340321-03-03-010635

蚌环许[2018]31 号

4

蚌埠市怀远县钟杨湖现
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
目

2017-340321-03-03-010642

蚌环许[2018]30 号

5

东早科年存 11,000 头父
母代猪场项目

景发农备[2018]3 号

景环评[2018]35 号

6

豆宝殿年存栏 5,600 头父

故发改投资备字[2016]93 号

故环评[2017]001 号

11

项目环评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

项目环评

母代猪场项目

故发改备字[2019]62 号

7

牛卧庄年存栏 11,000 头
父母代猪场项目

故审批投资备字[2017]315 号

故环评[2018]002 号

8

南贾村年存栏 5,000 头父
母代猪场项目

冀州发改备字[2018]4 号

冀州环书[2018]30 号

9

郓城县潘渡镇杨庙村现
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
目

2019-371725-03-03-019804

正在办理中

10

郓城县程屯镇肖南村现
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
目

2019-371725-03-03-019799

正在办理中

11

安徽阜阳 500 万头生猪屠
宰及肉制品加工基地建
设项目

2019-341221-13-03-010460

正在办理中

12

广西贵港 500 万头生猪屠
宰及肉制品加工基地建
设项目

2019-450804-03-03-013977

正在办理中

13

年产 100 万吨猪饲料与
20 万吨水产饲料建设项
目

2019-450804-03-03-013987

正在办理中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市场发展趋势以及公司未来
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将进一步壮大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未
来将为股东带来丰厚的回报。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助于扩大公司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整体财务状况也将得
到进一步改善。同时，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逐步实施和建设，公司的收
入水平将得到稳步增长，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整体实力将
得到显著增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可降低公司资产
负债率和公司的财务风险。然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因而
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存在下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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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有关产
业政策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后，
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盈利水平，募集资金的用途合
理、可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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