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332022 年 1 月 19 日 星期三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

（上接 C2版）
（四）国有股份或外资股份情况
1、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国有股份
2、外资股份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外资股东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注册地
1 香港煌达 外资股 16,410.60 27.35% 中国香港
2 FORTUNE�MAGIC 外资股 9,971.40 16.62% 中国香港

合计 26,382.00 43.97% -

（五）股东中的战略投资者持股及其简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战略投资者股东。
（六）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各自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东均为非自然人股东。 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对虾公司与香港煌达、承泽投资构成关联方关系，因对虾公司与承泽投资均受郑石轩先

生的实际控制，香港煌达受徐雪梅女士的实际控制，郑石轩与徐雪梅系夫妻关系。
中科白云与中科中广构成关联方关系，因中科白云直接持有中科中广 10.32%股权，系中

科中广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
四、发行人主要业务情况
（一）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水产饲料研发、生产及销售，并以虾料、海水鱼料等特种水产饲料为主。 自

设立以来，公司深耕特种水产饲料领域，以技术领先为竞争优势，不断追求创新，拥有深厚的
技术底蕴，丰富的产品种类和完善的营销网络。

技术与研发方面，公司重视技术研发创新，持续推动配方改良以及新技术在水产饲料领
域的应用，建有广东省科技专家工作站、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广东省水产动物饲料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等研发中心。 公司坚持产学研合作的项目运作模式，与中山大学、中国海洋
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南海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美国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目前在研课题 110 余项，已完成项目中包
括国家级项目 10 项、省级项目 49 项、市级项目 20 项。 通过实施技术创新项目，公司充分发挥
了企业的人才、技术与资金优势，结合市场需求，精心打造了粤海饲料品牌，提高了企业的综
合竞争力，保证了粤海饲料产品在行业内的优势地位。 作为科研成果的直接体现，公司现拥有
发明专利 31项，实用新型专利 200 项，外观设计 7 项。 公司在技术与研发方面的优势是其在
水产饲料行业保持优势竞争地位的核心保障。

在产品差异化方面，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以虾料、海鲈鱼料、金鲳鱼料、大黄鱼料、石斑鱼
料、黄颡鱼料、乌鳢料、加州鲈鱼料等为代表的特种水产饲料，以及以草鱼料、罗非鱼料等为代
表的普通水产饲料。 公司设立即开始经营虾料。 在巩固虾料市场地位的同时，公司于 2006 年
开始发展海水鱼料，进入海鲈鱼、金鲳鱼等具有一定规模的细分品种市场，并率先推出海鲈鱼
专用饲料及金鲳鱼专用饲料，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服务逐渐得到养殖户的认可。 公
司采用的差异化产品策略，针对水产品持续进行饲料品种分类和创新，不断推出系列新品，满
足终端市场的需求。

在营销网络方面，公司采用“服务营销”模式，坚持“驻港服务”和“塘头服务”的营销理念，
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湖北、江苏等全国重点养殖区域建立了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布局。
公司打造专业化的技术营销队伍，在各大销售区域均设立技术服务站，配备技术专员，为公司
客户和终端养殖户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支持，通过高频次实地走访、基层养殖技术培训会、一
对一指导等形式实现技术支持的落地，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客户和终端养殖户服务体系。

（二）公司主要产品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水产饲料种类齐全，覆盖水产动物的不同生长阶段，按产品类型划分为特

种水产饲料和普通水产饲料；其中，特种水产饲料又可以分为虾料、海水鱼料和其他特种料三
类；其中，虾料和海水鱼料是公司的优势产品。 除水产饲料外，公司其他产品还包括畜禽料、生
物制剂、水产品等。

公司主要产品种类见下表：

（三）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水产饲料的销

售。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类别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特种水产饲料 195,161.68 75.71 470,857.15 80.72 399,194.20 78.93 394,774.96 75.31
其中：海水鱼料 92,464.30 35.87 233,044.39 39.95 188,276.75 37.22 177,047.86 33.77
虾料 58,658.23 22.76 120,511.77 20.66 107,598.42 21.27 111,939.55 21.35
其他特种料 44,039.15 17.08 117,300.99 20.11 103,319.03 20.43 105,787.55 20.18
普通水产饲料 44,397.93 17.22 102,793.57 17.62 98,576.08 19.49 110,053.75 20.99
其他 18,216.91 7.07 9,661.53 1.66 8,012.14 1.58 19,369.84 3.70

合计 257,776.52 100.00 583,312.25 100.00 505,782.42 100.00 524,198.55 100.00

注：其他产品包括畜禽料、生物制剂、水产品等。
（四）行业竞争概况和发行人的行业地位
1、行业竞争概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产饲料行业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逐步进入了产业化、规

模化、集团化的发展阶段，行业兼并整合的速度加快，大批规模小、实力薄弱、技术落后的企业
被市场淘汰，企业数量逐年减少。 根据农村农业部《2020 全国饲料工业产业数据》，2020 年全
国 10 万吨以上规模饲料生产厂 749 家， 在全国饲料总产量中的占比为 54.6%， 较上年增长 8
个百分点，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大中型企业通过规模扩张或行业并购以实现规模效应，利用管理、品牌、技术赚取溢价，
导致市场内分散的企业布局逐渐向集约化发展。 具备资金优势、品牌优势、管理优势的公司将
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成为市场主流，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未来水产饲料企业整合发展将成
为行业发展的趋势。

2、发行人的行业地位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水产饲料种类齐全，覆盖水产动物的不同生长阶段；公司采用的差异

化产品策略，持续进行饲料品种分类和创新，不断推出系列新品，体现出较强的竞争优势。 公
司坚持“驻港服务”和“塘头服务”的营销理念，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湖北、江苏等全国重
点养殖区域建立了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布局。 公司重视技术研发创新，持续推动配方改良以
及新技术在水产饲料领域的应用。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

等，截至 2021年 6 月 30 日，公司固定资产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折旧年限（年）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20 60,224.40 16,697.08 43,527.32 72.28%

机器设备 10 60,603.36 27,141.54 33,461.82 55.21%
运输设备 4-5 2,627.54 1,827.58 799.96 30.45%
电子设备 3-5 6,217.18 4,589.71 1,627.46 26.18%

合 计 129,672.47 50,255.91 79,416.56 61.24%

1、主要生产设备情况
截至 2021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包括各种饲料生产线、环保系统、

包装系统等，详见“附件 1”。
2、房屋建筑物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共有自有的房屋建筑物 117 处，其中不

受限房产 61处，抵押房产 56 处，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2”。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 公司未办妥产权证书的资产为福建粤海的二期淡水车

间、中山泰山厂房和广东粤佳扩建苗料车间三项建筑物，相关建筑物不存在可预见的办理产
权证书的障碍。

（二）主要无形资产
1、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以下商标：

2、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专利 238 项，其中发明专利 31 项，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3”。

3、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如下：

序号 著作权人 软件名称 登记号 取得方式 首次发表日
1 发行人 销售智能开单系统 V1.0 2018SR818554 原始取得 2018年 8月 1日

4、域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域名如下：

序号 域名 注册时间 到期时间 注册所有人 类型
1 yuehaifeed.com 2000.3.14 2026.3.14 发行人 国际顶级域名
2 yuehaifeed.cn 2017.7.19 2027.7.19 发行人 国内顶级域名
3 yuehaifeeds.cn 2017.7.19 2027.7.19 发行人 国内顶级域名
4 yuehaifeeds.com 2017.7.19 2027.7.19 发行人 国际顶级域名
5 yuehaizx.com 2009.1.16 2027.1.16 发行人 国际顶级域名

5、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共拥有的土地使用权 54 处（其中境内土

地使用权 53 处，境外土地使用权 1 处），其中无受限土地使用权 45 处，抵押土地使用权 9 处，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4。

6、林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子公司所拥有的林地使用权如下：

序号 权利人 证号 位置 使用权面积
（亩） 林种 主要树种 使用期限 权属受限

情况

1 宜昌
阳光

荆区林证字
（2013）第
000026号

湖北省荆州市荆
州区棱角湖管理

区
450 用材林 杨树 2036.07.15 无

2 宜昌
阳光

荆区林证字
（2013）第
000025号

湖北省荆州市荆
州区棱角湖管理

区
650 用材林 杨树 2036.07.15 无

3 宜昌
阳光

荆区林证字
（2013）第
000027号

湖北省荆州市荆
州区棱角湖管理

区
1,150 用材林 杨树 2036.07.15 无

4 宜昌
阳光

荆区林证字
（2013）第
000024号

湖北省荆州市荆
州区棱角湖管理

区
1,250 用材林 杨树 2036.07.15 无

鉴于上述林地并非公司主营业务所需，为公司 2016 年收购宜昌阳光时取得，因此，公司、

宜昌阳光与宜昌阳光原股东龚经为、金玉萍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签署的《协议书》约定，龚经

为、金玉萍保证于《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二年内按林地账面金额受让上述林地。 因龚经为、金玉

萍未能在 2017 年 2月 23 日签订的《协议书》起两年内按照约定受让宜昌阳光 3,500 亩林地使

用权，龚经为、金玉萍、宜昌阳光与发行人于 2019 年 2 月 23 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同意将受

让期限延长至 2019 年 12月 31日。于 2019 年 12月 31日，龚经为、金玉萍、宜昌阳光与发行人

签订《补充协议（二）》，将受让林地的期限宽限至 2022年 12月 31日前。

（三）经营资质

1、饲料生产许可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司拥有的饲料生产许可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具体内容 颁发机关 证书有效期

1 发行人 粤饲证（2018）
15070

产品类别：配合饲料，产品品种：配合饲
料（水产）。

广东省农业
厅 2018.02.23-2023.02.22

2 广东粤佳 粤饲证（2018）
15090

产品类别：配合饲料，产品品种：配合饲
料（水产）。

广东省农业
厅 2018.09.28-2023.09.27

3 中山粤海 粤饲证（2019）
12008

产品类别：配合饲料，产品品种：配合饲
料（水产、水产育苗）。

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 2020.05.07-2024.04.01

4 中山泰山 粤饲证（2019）
12010

产品类别：配合饲料、浓缩饲料，产品品
种：配合饲料（畜禽、水产、幼畜禽、种畜
禽、水产育苗）；浓缩饲料（畜禽、幼畜

禽、种畜禽）。

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 2020.06.01-2024.06.09

5 福建粤海 闽饲证（2018）
06060

产品类别：配合饲料，产品品种：配合饲
料（水产）。

漳州市农业
农村局 2018.10.11-2023.10.10

6 湛江海荣 粤饲证（2018）
15091

产品类别：配合饲料，产品品种：配合饲
料（畜禽、水产、幼畜禽、种畜禽、宠物）。

广东省农业
厅 2018.09.28-2023.09.27

7 江门粤海 粤饲证（2018）
13096

产品类别：配合饲料，产品品种：配合饲
料（水产）。

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 2020.10.28-2023.12.24

8 浙江粤海 浙饲证（2019）
06310

产品类别：配合饲料，产品品种：配合饲
料（水产）。

浙江省农业
农村厅 2020.05.12-2024.04.18

9 湛江预混料 粤饲证（2017）
15005

产品类别：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品
种：维生素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宠物
及特种动物）；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畜
禽水产、宠物及特种动物）；复合预混合
饲料（畜禽水产、宠物及特种动物）。

广东省农业
厅 2017.06.21-2022.06.20

10 广西粤海 桂饲证（2019）
05006

产品类别：配合饲料，产品品种：配合饲
料（水产、水产育苗、特种动物）。

广西壮族自
治区农业农

村厅
2019.04.25-2024.04.24

11 湛江生物 粤饲预（2020）
15003

产品类别：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品
种：维生素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复

合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
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 2020.10.19-2025.10.18

12 宜昌阳光 鄂饲证（2018）
05002

产品类别：配合饲料、浓缩饲料，产品品
种：配合饲料（畜禽、水产），浓缩饲料

（畜禽）。
湖北省农业
农村厅 2018.11.26-2023.11.25

13 湖南粤海 湘饲证（2019）
07076

产品类别：配合饲料，产品品种：配合饲
料（水产、特种动物）。

湖南省农业
农村厅 2019.11.26-2024.11.25

14 江苏粤海 苏饲证（2018）
09091

产品类别：配合饲料，产品品种：配合饲
料（水产）。

盐城市农业
委员会 2018.05.21-2023.05.20

15 天门粤海 鄂饲证（2018）
16001

产品类别：配合饲料，产品品种：配合饲
料（水产）。

湖北省农业
厅 2018.10.9-2023.10.8

2、兽药经营许可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司拥有的兽药经营许可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具体内容 颁发机关 证书有效期

1 发行人 （2017）兽药经营证字
19152005号

经营范围：兽药、鱼虾药（生物制品
除外）

湛江市霞山区
农业局

2017.8.25-2022.
8.25

2 广东粤佳 （2017）兽药经营证字
19153096号

经营范围：兽药（兽用生物制品除
外）

湛江市坡头区
畜牧兽医局

2017.8.3-2022.8.
2

3 中山粤海 （2017）兽药经营证字
19120247号

经营范围：兽药（除特殊药品以及
生物制品外）

中山市农业农
村局

2020.6.23-2022.1
1.21

4 中山泰山 （2017）兽药经营证字
19120248号

经营范围：兽药（除特殊药品以及
生物制品外）

中山市农业农
村局

2020.10.30-2022.
11.21

5 福建粤海 （2017）兽药经营证字
13608004号

经营范围：兽药（不含兽用生物制
品）

福建省云霄县
农业农村局

2020.11.30-2022.
11.29

6 湛江海荣 （2017）兽药经营证字
19153095号

经营范围：兽药（兽用生物制品除
外）

湛江市坡头区
畜牧兽医局

2017.8.3-2022.8.
2

7 江门粤海 （2017）兽药经营证字
19133-030号

经营范围：兽药（不含兽用生物制
品及特殊药品）

台山市农业农
村局

2020.10.28-2022.
10.9

8 浙江粤海 （2020）兽药经营证字
11507012号 经营范围：兽药（除生物制品） 嘉善县农业经

济局
2020.11.3-2022.

9.24

9 广西粤海 （2018）兽药经营证字
C20074151号 经营范围：兽药（除生物制品）。 合浦县水产畜

牧兽医局
2018.5.15-2023.0

5.14

10 湖南粤海 （2017）兽药经营证字
18070027号 经营范围：兽药 常德市农业委

员会
2017.8.18-2022.0

8.17

11 江苏粤海 （2020）兽药经营证字
10016030号

经营范围：兽药（不包含兽用生物
制品）

东台市农业农
村局

2020.7.27-2025.
7.26

12 宜昌阳光 （2020）兽药经营证字
17583001号

经营范围：兽用化学药品及中成
药、兽械

枝江市农业农
村局

2020.4.26-2025.0
4.25

13 天门粤海 （2019）兽药经营证字
17700002号

经营范围：兽药（不包含生物制
品）

天门市农业农
村局

2019.5.24-2024.
5.23

3、兽药生产许可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司拥有的兽药生产许可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具体内容 颁发机关 证书有效期

1 粤海生物科技 （2021）兽药生产证字
19129号

生产范围：粉剂 /预混剂、消毒剂
（液体）、外用杀虫剂（固体）

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2.01-2026.
11.30

2 粤海生物科技 （2021）兽药 GMP证字
19041号

生产范围：粉剂 /预混剂、消毒剂
（液体）、外用杀虫剂（固体）

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2.01-2026.
11.30

4、印刷经营许可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司拥有的印刷经营许可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具体内容 颁发机关 证书有效期

1 粤海包装 （粤）印证字 4408000457
号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湛江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
2018.04.01-
2022.04.30

5、食品经营许可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具体内容 颁发机关 证书有效期

1 湛江水产 JY14408030096023 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
冻食品）销售。

湛江市霞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20.08.04-2025.

08.03

（四）排污许可证及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 2019 年 8 月 22 日修订的《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及 2019 年 12

月 22日公布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对污染物产生量大、排放量

大或者环境危害程度高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对其他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简

化管理。 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很小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登记管理。

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填报排污登记表，登记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

防治措施等信息。

发行人与子公司拥有的排污许可证或取得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 /登记机关 证书 /登记有效期

1 发行人 9144080061780376XU001
Q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 2020.03.20-2025.03.19

2 广东粤佳 9144080075451899XF001
W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 2020.06.04-2025.06.03

3 中山粤海 91442000282144589A001
X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 2020.03.31-2025.03.30

4 中山泰山 91442000198074063R001
Y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 2020.06.18-2025.06.17

5 湛江海荣 91440800707907159K001
Q 湛江市环保局 2019.09.16-2022.09.15

6 江门粤海 4407812012000131 台山市环境保护局 2018.03.27-2023.03.26

7 湛江预混料 91440800588284656W001
X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 2020.06.03-2025.06.02

8 湛江生物
91440800665002166L001
Q91440800665002166L00

1Q
湛江市生态环境局 2020.08.30-2023.08.29

9 粤海包装 91440800588284680D001
W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 2020.06.23-2025.06.22

10 粤海生物科技
91440800797749720H001
V91440800797749720H00

1V
湛江市生态环境局 2020.08.16-2023.08.15

11 福建粤海 91350622591707912P001
W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 2020.06.05-2025.06.04

12 浙江粤海 913304216605595712001
V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 2019.10.17-2022.10.16

13 广西粤海 914505217997001035001
U 北海市行政审批局 2019.03.21-2022.03.20

14 宜昌阳光 91420583730883554K001
Y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 2020.06.10-2025.06.09

15 天门粤海 91429006MA48TY0Q5P0
01X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 2020.04.23-2025.04.22

16 湖南粤海 91430700MA4L7M8U8E0
01X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 2020.05.13-2025.05.12

17 江苏粤海 91320981MA1MKEKQ6P
001W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 2020.05.13-2025.05.12

（五）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有 8 家主体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取得人 证书编号 有效年度
1 发行人 GR201844000722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
2 湛江海荣 GR201944000957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
3 浙江粤海 GR201933002344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
4 福建粤海 GR201835000022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
5 江门粤海 GR201844003054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
6 中山粤海 GR201844010375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
7 广东粤佳 GR202044000429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
8 广西粤海 GR202045000766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福建粤海、江门粤海、中山粤海的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已到期，目前正在办理重新认定，预计其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1、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水产饲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对虾公司除持有本公司以及湛江种苗的股权外，没有开展其他经营活动，与本公司不存

在现实或潜在的同业竞争。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石轩先生和徐雪梅女士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不
存在现实或潜在的同业竞争。

报告期内，从事种苗培育和销售的关联方（湛江种苗和海南种苗）及从事水产养殖和销
售的关联方（珠海粤顺）与发行人客户重合数量分别为 128 家、134 家、130 家、85 家。报告期
内， 发行人与前述客户的销售金额分别为 14,378.14 万元、18,685.74 万元、24,101.47 万元、
9,117.58 万元， 湛江种苗、 海南种苗及珠海粤顺与前述客户销售金额分别为 676.07 万元、
911.31万元、906.49 万元、3,251.28 万元。

报告期内，湛江种苗、海南种苗在同一时期销售相同批次虾苗给相同区域客户的价格基
本一致，湛江种苗、海南种苗不会因客户与发行人有交易往来而约定不同的虾苗销售价格；珠
海粤顺在同一时期对重叠客户销售同样品质、同等规格的产品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明
显异常。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水产饲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湛江种苗、海南种苗的主营业务为销售
水产种苗，珠海粤顺的主营业务为水产养殖、销售，上述关联方的具体业务内容与发行人的业
务内容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利益冲突。

综上，公司控股股东对虾公司、实际控制人郑石轩先生和徐雪梅女士未通过控制其他企
业或持有其他公司股权经营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同业竞争的情况。

在认定同业竞争关系时，发行人已经审慎核查并完整地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近亲属人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部企业。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公司的利益，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

公司控股股东对虾公司、实际控制人郑石轩先生及徐雪梅女士、持股 5%以上股东香港煌达、
承泽投资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或本企业）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自己经营、为他人经营、协助他人经营等）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亦未投资于任
何与发行人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营实体，本人（或本企业）与发行人
不存在同业竞争；

2、本人（或本企业）保证，在作为粤海饲料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事实改变之前，除粤海饲料
或者粤海饲料子公司之外，本人（或本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自己经营、为他人经营、协助他人经营等）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从事与发行人业务有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会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经营实体；

3、无论是由本人（或本企业）自身研究开发的、从国外引进或者与他人合作开发的与发行
人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发行人均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

4、本人（或本企业）如若拟出售与发行人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益，发
行人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本人（或本企业）承诺自身、并保证将促使本人（或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给予发行人的条件不逊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
的条件；

5、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人（或本企业）承诺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
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出现可能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的情形，本人（或本企
业）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退出与发行人的竞争：（1）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产品；（2）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3）将相竞争的资产或业务以合法
方式置入发行人；（4）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5）采取其他对维护发行人权
益有利的行动以消除同业竞争；

6、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承诺函及其项下之声明、承诺和保证即不可撤销，并将持续
有效，直至本人（或本企业）不再作为粤海饲料股东、实际控制人之日起三年内持续有效，且不
可变更或撤销；

7、如因本人（或本企业）未履行前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损失的，本人（或本企业）将给予
全部赔偿。 如本人（或本企业）在发行人要求后十个工作日内未给予全部赔偿，则发行人有权
将与其损失相等金额的应付本人（或本企业）现金分红 / 奖金薪酬予以截留，直至本人（或本
企业）给予全部赔偿。 ”

（二）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主要销售虾饲料、海水鱼料和生物制剂，实现的销售收入较少，

占营业收入比重低，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1）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海南种苗 0.07 0.00% - - - - - -
湛江种苗 0.62 0.00% 893.60 0.15% - - - -
珠海粤顺 1,417.60 0.55% 3,917.19 0.67% - - - -

合计 1,418.29 0.55% 4,810.80 0.82% - - - -

注：占比 =当期销售金额 /当期营业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执行统一的产品定价制度，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定价依据与同

等规模非关联方客户的销售价格定价依据一致，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发行人关联销售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①交易对象及交易内容
2020 年，湛江种苗因债务重组承接珠海强竞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养殖鱼塘，开始向发行人

购进水产饲料、动保产品等，并于 2020 年 3 月成立子公司珠海粤顺从事水产养殖业务。 2020
年，湛江种苗和珠海粤顺分别向发行人采购水产饲料、动保产品等的交易金额为 893.60 万元
和 3,917.19 万元。 2021 年 1-6 月，海南种苗、湛江种苗和珠海粤顺分别向发行人采购水产饲
料、动保产品等的交易金额为 0.07 万元、0.62万元和 1,417.60 万元。

②交易必要性及交易决策程序
2020 年 5 月 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按照发行人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的相关规定，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对 2020 年预计将按照市场价格向湛江种苗与珠海粤顺销售水产饲料、动保产品的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发行人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1年 3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按照发行人关联交易决策程
序的相关规定，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对 2021 年预计将按照市场价格向珠海粤顺销售水产饲料、动保产品的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审议，发行人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③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2020 年，公司下属子公司江门粤海主要向湛江种苗与珠海粤顺销售水产饲料、水产动物

保护产品，销售金额合计 4,810.8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销售收入的 0.82%，价格比较情况如下
所示：

公司下属子公司江门粤海主要向湛江种苗、珠海粤顺和海南种苗销售水产饲料、水产动
物保护产品，2020 年销售金额合计 4,810.80 万元， 占公司 2020 年销售收入的 0.82%，2021 年
1-6 月销售金额合计 1,418.29 万元，占公司 2021年 1-6 月销售收入的 0.55%。 2020 年和 2021
年 1-6 月，价格比较情况如下所示：

产品名称

2021年 1-6月
珠海粤顺 湛江种苗 海南种苗 第三方

金额（万元）
单价

（元 /千
克）

金额
（万元）

单价
（元 /千

克）
金额

（万元）
单价

（元 /千
克）

金额
（万元）

单价
（元 /千克）

斑点叉尾鮰膨
化饲料 80.08 5.00 - - - - 2,922.95 4.85

高档海特鱼膨
化饲料 0.56 12.55 - - - - 189.58 12.11

海水鱼膨化饲
料 1,089.15 7.46 - - - - 53,293.17 7.81

黄颡鱼膨化饲
料 29.74 7.53 - - - - 7,093.15 7.05

加州鲈鱼膨化
饲料 94.31 9.67 - - - - 10,822.08 9.51

生鱼膨化配合
饲料 3.33 8.95 - - - - 18,750.58 7.48

特级鱼种料 36.41 4.65 - - - - 734.60 4.20
鱼虾混养配合
饲料 58.45 4.92 - - - - 3,473.55 4.36

淡晒金鲳鱼 0.53 68.96 0.62 64.54 0.07 63.88 1.55 68.31
水产生物制剂 19.80 - - - - - - -
其他 5.24 - - - - - - -
合计 1,417.60 - 0.62 - 0.07 - 97,281.21 -

产品名称

2020年度
湛江种苗 珠海粤顺 第三方

金额（万元） 单价
（元 /千克） 金额（万元） 单价

（元 /千克） 金额（万元） 单价
（元 /千克）

斑点叉尾鮰膨化饲
料 79.47 4.85 314.93 4.45 7,529.80 4.75

草鱼膨化饲料 3.30 4.12 - - 18,577.62 3.54
海水鱼膨化饲料 414.77 7.53 2,625.16 7.74 122,908.84 7.36
黄鳍鲷饲料 - - 8.56 7.80 6,308.31 7.36
黄颡鱼膨化饲料 46.39 7.08 196.61 7.68 19,538.28 6.80
加州鲈鱼膨化饲料 - - 33.10 9.41 27,646.84 9.26
南美白对虾饲料 - - 52.18 7.87 53,891.22 6.35
泥鳅鱼饲料 - - 4.07 5.85 10,988.95 5.21
生鱼膨化饲料 303.13 7.10 570.03 7.49 47,617.96 7.32
塘鲺鱼膨化饲料 20.27 5.48 - - 12,382.84 5.93
幼鱼料 - - 3.20 3.20 474.71 3.03
水产生物制剂 26.29 - 109.35 - - -

合计 893.60 - 3,917.19 - - -
注：水产生物制剂类型较多，价格区间较大，不具可比性。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向湛江种苗、珠海粤顺和海南种苗销售的产品种类较多、金额较
小，销售价格与向第三方出售的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公司不存在通过关联
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执行统一的产品定价制度，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定价依据与同
等规模非关联方客户的销售价格定价依据一致，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

（2）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湛江种苗 - - - - - - 1.70 0.00%
海南种苗 4.78 0.00% 10.12 0.00% 5.08 0.00% 5.31 0.00%

合计 4.78 0.00% 10.12 0.00% 5.08 0.00% 7.01 0.00%

注：占比 =当期采购金额 /当期营业成本
①交易对象及交易内容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湛江种苗及海南种苗采购虾苗，主要用于研发的对比试验，以测试饲

料的使用效果。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的采购金额较少，占营业成本的比重低，对公司经营
无重大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市场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②交易必要性及交易决策程序
2018 年 9 月 3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按照发行人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的相关规定，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公司报告期关联
交易情况的议案》，对报告期内此前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补充确认，发行人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同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2018 年 9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上述相关规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
下，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公司报告期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③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2018 年度，湛江种苗向公司以及第三方销售的虾苗价格比较情况如下所示：

产品名称
湛江种苗 湛江种苗对外销售

金额（万元） 单价（万元 /万尾） 金额（万元） 单价（万元 /万尾）
2018年度

虾苗 1.70 0.03 44.84 0.02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8 年度，公司向湛江种苗采购虾苗的价格，与湛江种苗对外销售的虾
苗价格不存在差异，且交易金额较小，公司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以及 2021年 1-6 月，海南种苗向公司以及第三方销售的
虾苗价格比较情况如下所示：

产品名称
海南种苗 海南种苗对外销售

金额（万元） 单价（万元 /万尾） 金额（万元） 单价（万元 /万尾）
2018年度

虾苗 5.31 0.02 240.81 0.02
2019年度

虾苗 5.08 0.02 1,834.59 0.01
2020年度

虾苗 10.12 0.02 1,954.13 0.01
2021年 1-6月

虾苗 4.78 0.02 1,417.67 0.01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公司向海南种苗采购虾苗的价格，与海南种苗对外销售的虾
苗价格不存在差异，且交易金额较小，公司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3）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发放薪酬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512.66 866.96 743.39 674.80

报告期内， 公司向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发放的薪酬总额分别为
674.80 万元、743.39 万元、866.96 万元、512.66 万元。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的情况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关联方担保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
行完毕

黎春昶 江苏粤海 2,700.00 2020-06-29 2021-06-28 否

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黎春昶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台市支行签署协议，为江
苏粤海提供 2,700 万元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担保期限为 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2021 年 6 月 28
日。

①交易对象及交易内容
2020 年 6 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黎春昶为江苏粤海的银行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上述关联方担保已履行完毕。

②交易必要性及交易决策程序
由于发行人子公司江苏粤海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江苏粤海向银行申请了银行授信

额度，副总经理黎春昶作为江苏粤海的法定代表人，为江苏粤海向农业银行的银行贷款提供
了保证担保。

③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黎春昶为公司的银行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未收取费用，公司不存在

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2）关联方资产转让、债务重组情况
①向关联自然人出售房产
2018 年 7 月 30 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自然人出

售房产的议案》， 同意发行人将位于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中 3 号新世纪花园 C 幢 401 房产
出售给公司员工庞彪、冯明青夫妻二人，实际转让价格 461,640.00 元。

庞彪、冯明青是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冯明珍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规定，庞彪、冯明青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②债务重组
2020 年 1 月 1 日，珠海强竞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珠海强竞农业有限公司、湛江种苗、江门

粤海共同签署《资产转让合同》，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珠海强竞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将其名下
鱼塘土地承包经营权、鱼塘配套基础设施以及鱼塘养殖在塘鱼转让用以抵偿珠海强竞水产养
殖有限公司与珠海强竞农业有限公司（以下合计简称“珠海强竞”）所欠江门粤海货款。 因水产
养殖非江门粤海主营业务，同时湛江种苗具备相关养殖管理经验，故上述四方协商后约定：

珠海强竞将其名下 3,522.28 亩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及鱼塘附带的基础配套设施转让给湛
江种苗，以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参考评估价值，各方协商一致后，鱼塘土地承包
经营权、鱼塘配套基础设施以及鱼塘养殖在塘鱼资产转让价格合计为 8,400.00 万元。 上述湛
江种苗应支付给珠海强竞合计 8,400.00 万元的资产转让费， 由湛江种苗直接支付给江门粤
海，用于抵扣珠海强竞对江门粤海的欠款。 2020 年 6 月，湛江种苗已向江门粤海支付转让款
8,400.00 万元。

（3）与珠海强竞债务重组的背景
珠海强竞主要从事水产品养殖、加工、物流配送等业务，公司于 2014 年开始与珠海强竞

合作，2014-2016 年，珠海强竞与公司合作正常，如期结算饲料款。 2017 年，一方面，由于珠海
强竞大幅扩大养殖基地面积，养殖品种主要是鲈鱼、乌鳢，由于上述养殖品种的养殖周期较
长，2017 年度珠海强竞养殖的品种当年未达上市规格，未能实现销售；另一方面，珠海强竞实
际控制人刘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投入部分资金用于冷冻厂的建设， 从而导致 2017 年珠海
强竞的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未能按期结算饲料款。

2018 年，珠海强竞养殖的鲈鱼、乌鳢在达到上市规格，由于下半年鲈鱼、乌鳢市场价格持
续下行，部分产品未投向市场而是存放于冻库，从而导致部分资金未能及时变现回款。 因珠海
强竞扩张太快， 前期大量资金支出致使资金周转困难，2019 年公司采取措施与珠海强竞约定
了将其塘鱼以及冻库鱼质押给公司用以偿还饲料款、 以及主动控制与珠海强竞交易规模，并
对强竞农业不再放大赊销额度， 分别于 2019 年 2月 29 日签订《鱼塘承包权质押协议》、2019
年 6 月 26 日签订《塘鱼所有权转让协议书》和《库存鱼所有权转让协议书》（该两项转让协议
实质上为质押协议），明确了公司对珠海强竞有关鱼塘、在塘养殖鱼、冻库鱼回款的权责及可
执行办法。

截至 2019 年末，为维护发行人的经济利益，发行人与珠海强竞、和大海环村经济合同联
社、乾务镇乾北村经济联社、乾务镇乾东村经济合作联社、乾务镇湾口村经济合作联社四家村
委协商将鱼塘承包权转让，以抵减珠海强竞对发行人的饲料欠款。 考虑到水产养殖并非江门
粤海主营业务，同时湛江种苗具备相关养殖管理经验，2020 年 1 月，珠海强竞、江门粤海及湛
江种苗签署《资产转让合同》，珠海强竞将相关资产转让给湛江种苗，湛江种苗将转让价款直
接支付给江门粤海，抵偿珠海强竞对江门粤海的欠款。 参考评估报告资产价值，经发行人第二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确定珠海强竞向湛江种苗转让
的鱼塘土地承包经营权、鱼塘配套基础设施以及鱼塘养殖在塘鱼资产共计 8,400 万元，湛江种
苗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向江门粤海支付了该款项。

本次债务重组涉及重组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具体内容 评估方法 账面原值 评估价值

鱼塘土地承包经
营权

鱼塘租赁权为出租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联营农场、
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湾口村经济合作联社、珠海市
斗门区乾务镇大海环村经济合作联社的土地的权
利

收益法 不适用 6,876.31

鱼塘配套基础设
施

机器设备、车辆和电子设备，共 277项，分布在珠海
市乾务镇福生围

重置成本法及市
场法 905.36 757.34

鱼塘养殖在塘鱼 鱼塘鱼主要为黄骨、鲈鱼、罗非鱼、盲槽、金目鲈、扁
鱼、草鱼、叉尾、大头、杂鱼、鲫鱼、鲮鱼、生鱼等 收益法 不适用 2,139.11

合计 9,772.76

注：鱼塘配套基础设施包括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等，根据评估报告，相关资产的原值
为 905.36 万元。 鱼塘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鱼塘养殖在塘鱼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故评估报告
中未提及账面价值，因此账面价值为“不适用”。

发行人 2019 年对珠海强竞应收账款原值为 15,827.62万元， 根据资产重组转让资产的价
值，结合珠海强竞实际情况，公司于 2019 年末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521.59 万元，此重组事
项对发行人 2019 年营业利润的影响为 -3,705.33 万元； 债务重组相关协议签署于 2020 年 1
月，因参与重组的应收账款账面净值等于转让资产评估价值，未确认债务重组损益。

（下转 C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