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对较低，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处于合理水平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分别为５０．９０％、４５．７５％和３７．５０％，

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对较低，经营较为稳健。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１．０４、１．１７和１．６８。 ２０１８年，公司偿还

到期短期借款，同时本年度冰鲜收入增长较快，带动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增
加，综合导致期末流动比率较上期上升。 ２０１９年公司经营业绩大幅提升，导致
期末应收账款、货币资金等均有较大上涨，带动期末流动比率有较大上升。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速动比率分别为０．５８、０．７４和１．１３。 ２０１８年，公司偿还
到期短期借款，同时本年度冰鲜收入增长较快，带动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增
加，综合导致期末速动比率较上期上升。２０１９年公司期末货币资金有较大幅度
上涨，带动期末速动比率大幅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货款回笼情况良好，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维持在合理
水平，公司资产具有较好的流动性。

（２）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较好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６，６０８．７９万元、

１８，３０８．７６万元和３０，２４６．５０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均为正值且金额较大，公司将日常生产经营转化为现金收入的能力较强。

（３）公司利息保障倍数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８．６６、９．４４和１９．６８，公司利息保障倍

数均在８以上，２０１９年公司净利润大幅提高，带动利息保障倍数有较大的增长。
公司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

２、盈利能力分析
（１）营业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的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８５，０９５．０３ ９８．５７％ １４９，１５８．３３ ９８．５１％ １１３，４９５．０３ ９８．３４％

其他业务收入 ２，６９０．９９ １．４３％ ２，２５３．５０ １．４９％ １，９２０．４７ １．６６％

营业收入合计 １８７，７８６．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４１１．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５，４１５．５１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９８％以上，主营业务
突出。

１）按产品分类的营业收入结构
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活禽 ６０，３８７．６２ ３２．６３％ ５７，１１８．７０ ３８．２９％ ４４，１１３．９３ ３８．８７％

冰鲜 １１７，９６０．４９ ６３．７３％ ８７，９８９．４５ ５８．９９％ ６４，５６９．１０ ５６．８９％

其他 ６，７４６．９１ ３．６５％ ４，０５０．１８ ２．７２％ ４，８１２．０１ ４．２４％

合 计 １８５，０９５．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９，１５８．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３，４９５．０３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为活禽和冰鲜禽肉产品。冰鲜禽肉产品是公司发
展的重点产品，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度销售收入逐年上升，２０１７年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为５６．８９％，２０１８年上升到５８．９９％，２０１９年进一步上升到６３．７３％。 从产品结
构看，公司出栏的活禽一方面用于屠宰，供应冰鲜禽肉产品销售，同时直接以
活禽对外销售。

２）产品销售区域分布
①活禽产品销售收入按区域划分如下：

单位：吨、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重量 金额
金额
占比

重量 金额
金额
占比

重量 金额
金额
占比

湖南 ２８，２８８．９４ ３６，１９４．５９ ５９．９４％ ２８，３０４．１９ ３３，３９１．１４ ５８．４６％ ２４，９９９．１３ ２５，７９４．１５ ５８．４７％
华中及
华北 １１，２５７．６２ １４，１４８．１９ ２３．４３％ １１，４５９．１１ １３，５７４．４４ ２３．７７％ １０，７５１．０２ １０，８６６．３７ ２４．６３％

华东 ６７５．５４ ７５０．６ １．２４％ １，３００．５０ ８９１．８８ １．５６％ ７８８．８２ ６６６．４３ １．５１％
西南 １，５３９．１５ １，９９４．１７ ３．３０％ １，１１８．０５ １，３０６．５８ ２．２９％ １，０２２．８ １，０７６．６４ ２．４４％
其他 ６，２７１．６０ ７，３００．０７ １２．０９％ ６，３４４．８１ ７，９５４．６５ １３．９３％ ５，８１９．８２ ５，７１０．３４ １２．９４％
合 计 ４８，０３２．８５ ６０，３８７．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５２６．６６ ５７，１１８．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３８１．５８ ４４，１１３．９３ １００．００％

公司活禽主要在公司所在的湖南、湖北等周边区域城市销售，同时也向广
东汕头、东莞等相对较远城市销售，该等销售主要源于三方面原因：１、公司所
在的湖南及周边地区以消费母鸡为主，公鸡消费量相对要少，公司向习惯消费
公鸡的河南、贵州、重庆和汕头等地销售公鸡；２、公司活禽养殖是按批次出栏
的，由于代养户养殖意愿、公司对未来活禽品种市场需求的判断等因素影响，
公司活禽出栏量存在一定的波动；同时活禽市场的需求和价格受市场供求、季
节因素、疫情等因素影响，也存在一定的波动。 市场需要的波动与公司出栏的
波动经常出现不一致情况。在公司出栏量大于公司周边区域市场需求时，为了
不影响公司所在区域的活禽价格，公司向较远区域，如广东、江西等地客户以
相对较低的价格销售；３、公司向西南地区的重庆、凯里、铜仁等城市销售原因
是：公司位于湖南西北部，与贵州省接壤，临近重庆市、四川省，距离较近，公司
为周边规模较大、业内较为知名的养殖企业，与上述地区的客户存在多年合作
关系。

②冰鲜禽肉产品销售收入按区域划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冰鲜禽肉产品销售收入按区域划分如下：

单位：吨、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重量 金额
金额
占比

重量 金额
金额
占比

重量 金额
金额
占比

湖南 ９，１０４．２５ １８，９０９．８３ １６．０３％ ８，０５３．７２ １４，０１３．９７ １５．９３％ ８，２７４．９８ １１，６４１．９０ １８．０３％
华中及
华北 １０，５５９．６９ ３０，２０６．２０ ２５．６１％ ８，２１８．６２ ２１，７７７．３７ ２４．７５％ ４，７５８．７２ １４，７３０．６３ ２２．８１％

华东 １１，８５４．４８ ３６，６６８．４３ ３１．０９％ １０，２４１．３７ ３０，１１９．４７ ３４．２３％ ９，７０７．１８ ２５，６３４．９７ ３９．７０％
西南 ８，７７３．９０ ２３，６０８．４８ ２０．０１％ ６，５８３．８２ １６，３３５．４５ １８．５７％ ４，１５９．９０ ９，９５３．０１ １５．４２％
其他 ３，０８１．４８ ８，５６７．５５ ７．２６％ ２，５３２．１７ ５，７４３．１９ ６．５３％ ９３３．４８ ２，６０８．５８ ４．０３％
合 计 ４３，３７３．７９ １１７，９６０．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６２９．７０ ８７，９８９．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８３４．２６ ６４，５６９．１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冰鲜业务按照地区逐步开拓，从湖南、湖北向东开发江西、江苏、上
海、浙江市场，向西开发重庆、四川市场，向南开发福建、广东市场，向北开拓北
京、山东、河南等地市场。 公司冰鲜禽肉产品按区域分布与公司市场开拓情况
一致。

３、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基本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２４６．５０ １８，３０８．７６ ６，６０８．７９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２３７．９７ －９，３０４．３６ －１５，２８６．３１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６，０３２．４４ －５，５９２．７５ ７，４９４．０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９７６．０９ ３，４１１．６６ －１，１６５．４６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６，６０８．７９万元、
１８，３０８．７６万元和３０，２４６．５０万元， 报告期各期均为正值且均高于同期净利润，
净利润现金含量较稳定。 报告期内， 公司通过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的能力较
强，销售回款较好。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为销售活鸡、冰鲜禽肉产品
及其他产品所收到的销售货款。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而不断增加， 报告期内销售产品收到的款项分别为
１１４，１８３．８３万元、１４７，８０３．１６万元和１８７，７３２．２９万元， 与各期营业收入基本一
致。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主要由收到及偿还借款产生。 报告期内，公司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７，４９４．０６万元、－５，５９２．７５万元和－６，０３２．４４
万元。

２０１７年，公司为解决屠宰产能瓶颈问题，投资新建６万吨家禽食品加工与
冷链物流配送项目（一期），同时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岳阳湘佳厂房等项目，
资金需求量较大，公司通过银行借款筹集部分建设资金，借款金额高于同期偿
还的借款及利息，因此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高。

公司管理层认为， 公司目前现金流量能够有效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
正常开展，确保公司债务及时偿还，为营造健康而稳定的公司财务环境奠定坚
实的基础。但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尚不能完全
满足公司快速发展的需要，亟待拓宽外部融资渠道。

（五）本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及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１、本公司发行前的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后２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的

派发事项。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１０％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

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５０％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

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

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

分配。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

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

资本的２５％。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２、本公司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２０１７年度分红：经２０１７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基于公司经营业绩及公司业

务的不断发展扩大等因素，为保障公司生产的资金需求，决定２０１７年度公司利
润不分配、不转增。

２０１８年度分红：经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基于公司经营业绩及公司业
务的不断发展扩大等因素，为保障公司生产的资金需求，决定２０１８年度公司利
润不分配、不转增。

（六）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简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岳阳湘佳、湘佳电商、现代农业、

泰淼食品、湘佳（武汉）食品、湖南泰淼鲜丰食品有限公司及山东泰淼食品有限
公司７家全资子公司，浏阳农牧、润乐食品、橘友农业（孙公司）３家控股子公司
及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盛世博雅２家参股公司。 报告期内转
让并注销了全资子公司岳阳农牧。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现代农业出资设立湖南湘
佳橘友农业有限公司，持有其５１％股权。

１、全资子公司
（１）岳阳湘佳牧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２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邢卫民
住所：岳阳县黄沙街镇坪中村九组（湖南岳阳台湾农民创业园管理委员会

办公楼二楼）
经营范围：家禽养殖、销售；兽药、禽药、兽用器械、畜禽养殖设备的销售；

家禽养殖技术服务；饲料原材料收购；配合饲料生产。
岳阳湘佳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７，４５７．４１

净资产 ７，５２９．９８

净利润 ２，７０９．４５

注：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２）湖南湘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９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覃海鸥
住所： 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５８９号开福万达广场Ｂ区Ａ座４５楼４５００５房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生鲜家禽、冷冻肉、土特产、水果、预包装食品、冷冻

食品、茶叶的销售；百货的零售。
湘佳电商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３，７８７．３６

净资产 ４０７．９０

净利润 －１０６．０５

注：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３）湖南湘佳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３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业春
住所： 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宝峰街道天供山社区夹山路９号
经营范围：有机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微生物肥料的研发、生产、销售

经营；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业产品种植、销售；生物农业产品技术产品研发与
产品开发。

现代农业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５，２３０．１５

净资产 ２，３１０．４７

净利润 ８２６．９５

注：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４）湖南泰淼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志刚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中山路５８９号开福万达广场Ｂ区商业综合体

（含写字楼）４５００１房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冷冻食品、果品及蔬菜、瓶（罐）装饮用

水、进口酒类、非酒精饮料及茶叶、调味品、食盐、米粉、禽、蛋及水产品、国产酒
类、农副产品、日用品、种苗、苗木的销售；进口食品、糕点、面包、豆制品、粮油、
百货的零售；谷物、豆及薯类、米、面制品及食用油、化妆品及卫生用品、牲畜的
批发；收购农副产品；农产品配送；贸易代理。

泰淼食品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３７９．９５

净资产 －２３２．９７

净利润 －２２４．８６

注：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５）湘佳（武汉）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１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汪文清
住所：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潭现代企业城Ｃ２栋２单元３０１号（１２）
经营范围：家禽、牲畜销售、批发；肉制品及农产品、冷冻肉、谷物、豆及薯

类、饲料、水果、蔬菜、水产品、日用百货的销售，供应链管理，电子交易平台的
服务与管理，厂房、门面租赁。

湘佳（武汉）食品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２，６４２．２７

净资产 ３７．２４

净利润 －１４９．０１

注：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６）湖南泰淼鲜丰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８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５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邢卫民
住所：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楚江街道荷花社区二组
经营范围：畜牧良种繁育活动；畜禽饲养、销售；屠宰及肉类加工、销售；蛋

类销售；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互联网批发兼零售。
泰淼鲜丰计划试点布局生猪业务，小规模试点生猪养殖，并在未来开展生

猪屠宰业务。
湖南泰淼鲜丰食品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２，６４２．２７

净资产 ３７．２４

净利润 －１４９．０１

注：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７）山东泰淼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５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志刚
住所：泰安市新泰市小协镇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农副产品、饲料的加工、销售；畜牧良

种繁殖服务；家禽饲养；畜禽屠宰及销售；生物制品、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中兽药、家禽饲养设备销售；饲养技术服务；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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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泰淼食品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４５８．３７

净资产 １，４５３．６０

净利润 －４６．４０

注：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２、控股子公司
（１）浏阳湘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喻自文
住所： 浏阳市葛家乡马家湾村马家组
经营范围：家禽饲养，家禽饲养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家

禽、饲料销售。
浏阳农牧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１ 湘佳牧业 ２４０．００ 货币 ８０．００
２ 袁建树 ６０．００ 货币 ２０．００

浏阳农牧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３，３０８．３０
净资产 ２，４３８．０８
净利润 １，０５７．７２

注：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２）湖南润乐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
注册资本： ７，０２５．７５万元
实收资本： ７，０２５．７５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志刚
住所：湖南省长沙县黄兴镇打卦岭村、黄江公路以北长沙鲜禽冷链物流中

心２号栋４楼
经营范围：禽类屠宰；鲜肉、冷却肉配送；供应链管理与服务；冷库租赁服

务；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限分支机构）；场地租赁；市场经营管理；房屋租赁；

冷冻肉、蛋类、生鲜家禽、肉制品的销售；肉制品、水果、水产品的冷冻冷藏。
润乐食品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１ 湘佳牧业 ４，５６６．７４ 货币 ６５．００
２ 长沙惠湘禽业有限公司 ２，４５９．０１ 实物 ３５．００

润乐食品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６，８１３．６９
净资产 ６，６９５．８６
净利润 －１０７．２４

注：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３）湖南湘佳橘友农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业春
住所：湖南省常德石门县宝峰街道天供山居委会夹山路９号
经营范围：柑橘、橙的种植及销售；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有机无机复混肥

料、复合微生物肥料和农产品的销售。
橘友农业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１ 现代农业 １０２ 货币 ５１．００
２ 石门县桔农之友农资有限公司 ９８ 货币 ４９．００

橘友农业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７７８．４４
净资产 ２９８．６７
净利润 １１０．４０

注：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４）岳阳湘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已注销）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年９月５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邢卫民
住所：岳阳市云溪区道仁矶道云路
经营范围：畜、禽养殖、销售；兽药、禽药、兽用器械（此三项有效期至２０１７

年１月６日）、饲料原材料、畜禽养殖设备的销售；养殖技术服务；饲料生产（按
《饲料生产企业审查合格证》经营）。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公司将岳阳农牧１００％股权转让给岳阳湘佳。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８日，岳阳农牧完成注销。
３、参股公司
（１）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５日
注册资本： ３１，５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１，５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邱表军
住所：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楚江镇澧阳中路０５１号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自有房屋租赁服务。
公司出资１，５３０万元认购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份

９００万股。
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０４３，７５７．２１
净资产 ５８，５５０．５４
净利润 ７，４４８．７０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湖南盛世博雅教育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６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京京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燕山街１２３号鸿飞大厦１１０２号房
经营范围：教学设备的研究开发；教育咨询；科技项目代理服务；科技企业

技术扶持服务；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策划；企业财务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
期货咨询）；商业活动的组织；品牌推广营销；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工艺品批发；
文化用品、日用品的销售。

盛世博雅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１ 湖南翔铭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０．００ 货币 ４８．００
２ 汤旸 ６０．００ 货币 １２．００
３ 吴辉 ５０．００ 货币 １０．００
４ 谢建湘 ５０．００ 货币 １０．００
５ 湘佳牧业 ５０．００ 货币 １０．００
６ 湖南湘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货币 １０．００

盛世博雅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５６５．６４
净资产 ３８２．５４
净利润 －２６．０２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规模及投向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２０１８年

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２０１９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扣除发行费用
后，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
募集资金 项目备案号 环评批复

１
１，２５０万羽优质鸡标
准 化养 殖基 地 建 设
项目

２６，９８０．００ ２６，９８０．００

石门县发展和改
革局

石发改备［２０１８］
１２２号

石门县环境保护局
石环评［２０１８］５７号
石环评［２０１８］５８号
石环评［２０１８］５９号
石环评［２０１８］６０号

２
年屠宰３，０００万羽优
质鸡加工厂项目 （一
期）

１３，５８３．５７ １３，５８３．５７
岳阳县发展和改
革局岳县发改
［２０１４］８５号

岳阳县环境保护局岳
县环评批［２０１４］６６号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７，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 － －
４ 偿还银行贷款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００ － －

合计 ６４，５６３．５７ ６４，５６３．５７ － －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投资管理、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上述项目投资总额为６４，５６３．５７万元，拟全部使用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投入。若实际募集资金少于项目所需资金，公司将通过银行贷款或自有资
金予以解决。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各项目投资的实际需要，用自有资
金或者银行贷款先期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用于置换已投入的自有资金、偿
还银行贷款及支付项目剩余款项。公司已运用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募投项目，截
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已累计投入４，２４７．８５万元。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董事会可以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
适当调整。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该制度经２０１８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湖
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
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程序，对募集资金存储、
使用、变更、管理与监督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将对
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以上述制度为基础，
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和使用，切实维护公司募集资金的安全、防范相关风险、
提高使用效益。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禽类发生疫病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黄羽肉鸡的养殖环节， 而禽类在饲养过程中可能受到

新城疫、Ｈ７Ｎ９疫情等疾病的侵扰。 公司如未对禽类感染疾病和发生疫情进行
及时预防、监控，将受到下述影响：（１）疾病的发生将导致禽类的死亡，直接导
致鸡肉产量的降低，影响公司经营业绩；（２）疫情传播开始，公司需要增加防疫
投入，包括应政府对疫区及周边规定区域实施强制疫苗接种、隔离甚至扑杀等
防疫要求导致的支出或损失；（３）疾病的流行与发生（如Ｈ７Ｎ９疫情）会影响消
费者心理，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产品价格下降甚至滞销。

２０１３年４月我国爆发了Ｈ７Ｎ９疫情，公司禽类虽未出现疾病感染，养殖场所
在区域未发生有关疫情传播， 但疫情发生期间因消费者恐慌影响整个禽类的
市场价格，公司禽类的销售也受到影响，其中销售单价同比下跌７．７９％，而活禽
毛利率更是下降到３．６３％。 ２０１６年，我国部分省市再次出现Ｈ７Ｎ９疫情，受疫情
影响，２０１６年底开始，我国部分活禽市场交易萎靡，活禽市场价格下跌幅度较
大，养殖场户亏损严重。 受此影响，公司２０１６年净利润同比下降３８．４７％，２０１７年
上半年公司业绩出现亏损。

２０１７年７月，农业部下发农医发〔２０１７〕２４号《关于切实做好全国高致病性
禽流感秋季免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农业部决定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开始，对全
国家禽全面开展Ｈ７Ｎ９免疫。 国家强制免疫的推行，有效减少家禽感染Ｈ７Ｎ９
疫情的发病数，并缓解了因Ｈ７Ｎ９疫情爆发带来的家禽行业价格低迷的市场行
情，为家禽行业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２０１８年３月，农业部下发农业农村部公告第２号《加强畜禽移动监管有关
事项的公告》，公告指出，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提升畜禽就近屠宰加工
能力，建设畜禽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减少畜禽长距离移动，降低动物疫病传
播风险。限制易感畜禽从动物疫病高风险区向低风险区调运。发现畜禽染疫

或疑似染疫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并配合做好封锁、隔
离、扑杀、销毁、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强制性措施。对活畜禽移动监管的加强，
有助于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有效降低动物疫病传播
风险。

公司养殖地集中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临澧县，岳阳市云溪区、岳阳县、
湘阴县和长沙地区浏阳市等地，多为山区、丘陵，养殖、防疫条件得天独厚。 公
司十分重视畜禽的疾病防治工作，严格执行饲养场地选址和布局标准，建立了
严格的防疫管理制度，防止病源微生物从任何途径进入养殖场；分散养殖，有
效隔离；实行全进全出、批次管理，确保传染性疾病在传播途径上得到有效控
制，同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并结合养殖区域特征为畜禽接种疫苗。 设立至今，
公司饲养的种禽和优质商品肉禽从未大规模爆发过烈性传染病。 但公司在经
营过程中仍然面临禽类感染疾病和养殖行业爆发大规模疫情传播导致的风
险，如果由于疫情等原因导致市场需求、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公司将可能存在
营业利润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亏损的风险。

代养模式是畜禽养殖行业中普遍采取的模式， 尽管公司已经建立起严
格的防疫管理制度，针对代养户养殖过程采取全面疫情防治措施，针对疫情
情形建立起完善的防控制度及应对措施，并且报告期内，公司代养户养殖成
活率稳定，未爆发过烈性传染疾病，但公司仍然面临代养户养殖的活禽大规
模感染疫病的风险，如果公司未能有效防治，将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１、原材料供应及采购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主要为饲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７０％左右；而构成

饲料成本的主要是玉米、豆粕等原材料采购成本。 玉米、豆粕作为公司全产业
链中饲料加工环节的主要原材料，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玉米、
豆粕等原材料的采购量还将继续增加。玉米、豆粕等大宗原材料价格受国家农
产品政策、国际贸易往来、市场供求状况、运输条件、气候及其他自然灾害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若未来玉米、豆粕等农产品因国内外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或产地
气候反常导致减产，或受国家农产品政策、市场供求状况、运输条件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市价大幅上升，将增加公司生产成本的控制和管理难度，对公司未
来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２０１８年３月，美国率先向自中国进口的一系列产品征加高额关税，发起贸
易战，中国采取一系列反击措施，包括对自美国进口大豆等一系列农产品加征
２５％的关税。 以大豆为例，２０１７年中国大豆进口数量为９，５５３万吨，其中进口自
美国大豆３，２８５．４万吨，占我国大豆进口量的３４．４％，而中国２０１７年自产大豆仅
１，９１６．９万吨，自给率不足２０％。 ２０１８年３月－４月，出于避险情绪和预期影响因
素，国际大豆价格飙升，豆粕现货价上升至２０１８年４月的３，３３７．９２元 ／吨，此后
价格有所回落；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加征关税正式实施后， 自２０１８年７月起豆粕现货
价不断抬升，于１０月份达到阶段最高点３，６５８．９５元 ／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中美贸易战
形势缓和，叠加自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２月国内大豆处于去库存的状态， ２０１９
年２月豆粕现货价下降至２，７８９．９０元 ／吨； 由于２０１９年５月美国新一轮关税生
效，２０１９年６月豆粕现货价上涨至３，００５．４８元 ／吨。２０１９年７月中美开启新一轮贸
易谈判， 豆粕现货价自７月至２０１９年年末保持相对稳定，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豆粕现货
价为２，９５８．３５元 ／吨。

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
“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多途径扩大种植面
积”，预期未来国内大豆供应将继续增加，但若中美贸易战持续推进，即使中国
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大豆自给比重，或寻求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进口，短期内仍
难以完全替代，从而不可避免的推高国内大豆价格，产生“输入性通胀”，带动
以豆粕作为饲料原料的畜牧业成本端显著上升。当前畜禽行业的景气度较高，
上游成本传导可获得终端销售的支撑，截至目前仍可维持利润水平，但行业景
气度的持续性有待观察。未来若大宗原料成本进一步上升，而成本端抬升无法
及时传导至下游，可能将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２、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对外销售产品主要为活禽及冰鲜禽肉， 其价格直接影响公司盈利情

况。 受禽类产品供求关系、疫情、饲料成本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要产品价格自
２０１３年以来呈现较大波动。 未来，如果市场上禽类产品供大于求、疫情事件影
响消费者购买心理等现象出现，禽类产品价格可能会面临下行风险，进而对公
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将面临下降的风险。

３、经营模式的风险
公司大力发展“公司＋基地＋农户（或家庭农场）”的运营模式，即通过农户

（或家庭农场）代养和自有标准化养殖基地养殖的合作养殖模式。农户（或家庭
农场）代养模式下，公司与农户（或家庭农场）以委托养殖方式合作，根据职责
进行合理的流程分工， 在禽类产品生产过程中承担不同的责任和义务， 农户
（或家庭农场）作为养殖产业链诸多生产环节中的一环，负责禽类的饲养管理
环节，公司负责种苗生产、饲料生产、疫病防治、技术服务、回收销售等环节，该
模式组织和调动农民实现本土创业，参与农产品的产业化大生产，使得公司的
禽类养殖业务一直保持规模化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 公司代养户数量逐年下
降，系公司自有养殖规模扩大及优化代养户结构，优先发展单批规模达到１万
羽以上的长期合作代养户，控制新增小型代养户数量所致。 截至报告期末，公
司商品鸡鸭代养户共计７７８户。

公司通过设定绩效考核指标的方式来核算代养费， 使代养户能够获得与
其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收入， 同时通过合同约定的制度设计锁定了代养户违规
养殖和违约风险。 尽管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对于养殖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及
奖惩机制已作出明确规定，随着合作代养户数量的增加，在合作执行中仍可能
存在某些代养户对合同相关条款的理解存在偏差，导致潜在的纠纷或诉讼，对
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另外，如果代养户出现未按协议约定喂养或未按要求
免疫、保健、治疗等违规养殖情形，导致活禽产品不达标，将影响公司屠宰加工
环节的业务实施，增加卫生检验检疫负担，从而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最后，未
来如果出现疫病爆发或其他规模化企业采取竞争手段争夺代养户等情况，可
能造成公司合作代养户数量和代养规模下降，从而导致公司产能不足，对公司
业务扩张和收入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４、食品安全风险
近年来，消费者及国家监管机构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公司产

品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将对公司形象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１）公司自产产品的风险
公司禽类产品的生产涵盖了饲料生产、禽类养殖、屠宰加工、物流仓储等

多个环节。 公司已经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动植物检验检疫标准
的要求，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但是公司如果出现产品质量检测或者对
代养户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则可能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公司的品牌、
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

（２）公司外购产品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冰鲜销售网络发展迅猛， 冰鲜禽肉产品需求持续快速增

长，公司现有活禽品种不能完全满足公司冰鲜产品销售需求，因此公司一方面
对外采购少量活禽，屠宰后作为冰鲜禽肉产品进行销售；另一方面，公司对外
采购部分冰鲜鸡、鸭及鸡、鸭分割品进行销售。虽然公司已经建立了一套严格、
完善、科学的产品选择、评估与检验监督机制，并有效实施，同时主要供应商也
已按公司要求建立了良好的质量控制体系， 但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较多，采
购、运输、生产、储存、销售过程中均可能产生涉及食品安全的随机因素，如果
公司外购产品出现质量或食品安全问题， 且在最终产品出厂之前未能及时发
现，将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３）其他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风险
如果行业内其他养殖企业的禽类产品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损害行业整体

形象和口碑，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公司相关产品的恐慌及信心
不足，造成禽类产品需求量下降，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此外，国家不断加大对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的监管力度和提高监管标准。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和动植物检验检疫标准，未来若该
等标准继续提高， 则公司需进一步增加养殖防疫投入和加强屠宰加工质量管
理，进而增加生产成本和质量控制费用。

５、市场竞争风险
随着国家对规模化养殖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大， 禽类养殖近年来逐渐

成为行业热点，不少企业及资本均直接或间接进入禽类养殖行业，推进市场集
中度提高。但是，禽类养殖行业进入门槛仍然不高，仍以大量散养农户为主。由
于散养农户缺乏市场信息收集能力，其市场行为往往滞后，产品价格高的时候
散户养殖热情上升，补栏数量上升，价格低的时候散户热情下降，补栏数量下
降，导致市场竞争形势出现周期性波动，对规模化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造成一
定冲击。 未来随着行业整合，市场集中度提高，规模化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可
能将进一步增强。 但若公司不能及时应对竞争格局的变化， 调整市场营销策
略，增强自身竞争力，未来公司的市场份额和收益水平可能因激烈市场竞争而
下降。

６、环境保护风险
公司生产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包括禽类饲养过程中产生的粪便、 用于禽

舍清洁消毒和冲洗粪便排放的污水，以及屠宰加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
气及少量固体污染物等。 目前公司已配套了相应环保设施、设备。 若国家和地
方政府的环保政策发生调整，对家禽养殖行业的环保要求进一步提高，将增加
公司在增建环保设施、支付排污费用等运营费用方面的生产成本。 此外，如果
未来当地政府对土地规划进行进一步调整， 目前公司下属养殖场所处属于适
养区域的土地不排除被调整为禁养区可能， 存在限期搬迁或关闭养殖场的风
险，可能会对公司的短期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近年来公司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保证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质
量标准和排放标准。虽然公司目前拥有较完善的环保设施和管理措施，但在今
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若环境保护不力，出现环境污染事故，存在被监管机关处
罚的风险。

７、超市客户依赖的风险
公司冰鲜禽肉产品主要客户包括永辉超市、家乐福、欧尚、大润发、沃尔

玛、华润万家、中百仓储等大型超市集团以及盒马鲜生、７ＦＲＥＳＨ等新零售连
锁超市，这些客户已成为公司稳定的客户群。 报告期内，公司超市客户销售收
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５１．１８％、５０．６２％和５３．４２％。 未来如果公司在产
品质量控制、及时供应、客户关系维护、营销网络布局等方面无法适应市场的
要求，且公司无法建立其他有效销售渠道，将可能影响公司订单情况，并进一
步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成长性。

８、与自然人交易的风险
公司属于畜禽养殖企业，报告期内，公司采购供应商和销售客户中均存在

个体经商户和农户，公司代养户均为公司当地及周边农户。 在日常经营中，公
司要求个人客户、供应商、代养户优先采用银行转账方式进行结算。同时，公司
要求业务人员耐心向相关合作方宣传非现金结算优势， 并主动增设ＰＯＳ机刷
卡方式为结算提供便利，最大程度地提高非现金结算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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