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1-006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猪场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过去 12 个月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五丰”）
与同一关联人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农业集
团”）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累计金额为 13,045.89 万元。
2020 年 12 月 16 日，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湘集
团”）、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均与现代农业集团签署
了《表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现代农业集团、兴湘集团、建工集团为一致
行动人。从 2020.12.16-2021.1.31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现代农业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兴湘集团、建工集团，以及兴湘集团、建工集团下属公司的交易累计金额为
2,419.74 万元。
公司与前述同一关联人（指现代农业集团、兴湘集团和建工集团及其各自的
下属公司）以外的关联方进行的租赁业务交易金额为 0.00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推动公司生猪生态养殖向产业化、智能化方向转变，提升企业管理效率，
提高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推动公司在湖南的生猪养殖布局，在控制风险、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保证发展数量，扩展产能，公司拟分别与衡南县天浩农牧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浩农牧”）、祁东县天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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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桂阳县天恒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恒农牧”）、涟源市天磊农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磊农牧”）、衡南县天赋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赋农牧”）、
桂阳县天铭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铭农牧”）签署《租赁母猪场协议书》；
与永兴县天栎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栎农牧”）、祁阳县天辉农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辉农牧”）签署《租赁肥猪场协议书》。以上天浩农牧、天晟农牧、
天恒农牧、天磊农牧、天赋农牧、天铭农牧、天辉农牧、天栎农牧统称为“项目
公司”，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表一
出租方

基础母猪饲养
租金（万元/年） 租赁期限（年）
规模(头)

衡南县天浩农牧有限公司

12,000

1,680

10

祁东县天晟农牧有限公司

7,200

1,008

10

桂阳县天恒农牧有限公司

10,800

1,512

10

衡南县天赋农牧有限公司

9,600

1,344

10

6,000

972

10

12,000

1,944

10

32,000

704

10

30,000

660

10

涟源市天磊农牧有限公司
（楼房养猪）
桂阳县天铭农牧有限公司
（楼房养猪）
出租方
祁阳县天辉农牧有限公司
永兴县天栎农牧有限公司

基础肥猪饲养
规模(头)

合计

9,824
综上，公司与上述出租方关联交易的租赁金额合计 9,824 万元/年，十年合

同期总金额合计 98,240 万元。
本次交易对方天浩农牧、天晟农牧、天恒农牧、天磊农牧、天赋农牧、天铭
农牧、天辉农牧、天栎农牧为建工集团的全资公司，具体关系为：中湘海外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湘建设”）为建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湖南省第二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建”）为中湘建设的全资子公司；湖南乡村设施建
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村设施”）为二建的全资子公司；天浩农牧、天晟农
牧、天恒农牧、天磊农牧、天赋农牧、天铭农牧、 天辉农牧、天栎农牧为乡村
设施的全资子公司。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农业集团与兴湘集团、与建工集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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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签署了《表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天浩农牧、天晟农牧、天恒农牧、天磊农牧、天赋农牧、天铭农牧、
天辉农牧、天栎农牧为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租赁事项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天浩农牧、天晟农牧、天恒农牧、天磊农牧、天赋农牧、天铭
农牧、天辉农牧、天栎农牧为乡村设施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农业集团与兴湘集团、与建工集团分别签署了《表决
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中湘建设为建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二建为中湘建设
的全资子公司；乡村设施为二建的全资子公司；项目公司为乡村设施的全资子公
司。据此，项目公司均为建工集团的全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6 条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视
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一）根据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的协议或者作
出的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在未来 12 个月内，将具有第 10.1.3 条或
者第 10.1.5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据此，建工集团为现代农业集团的一致行动
人，项目公司作为建工集团的全资公司，属于新五丰的关联方。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天浩农牧基本情况
名称：衡南县天浩农牧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03 月 04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铁丝塘镇花泉村邓家组
法定代表人：丁梅芳
注册资本：500 万元整（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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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猪的饲养，种猪的饲养；提供牲畜、家禽饲养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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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浩农牧于 2020 年 03 月 04 日设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天浩农牧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1,912.84 万元，净资产为 1,896.22 万元，
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13.78 万元。

2、天晟农牧基本情况
名称：祁东县天晟农牧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07 月 03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河洲镇黄冲村委会十一（长塘）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王涌
注册资本：500 万元整（人民币）
经营范围：种猪的饲养及销售；提供生畜、家禽饲养技术服务；自有厂房租
赁；农用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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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晟农牧于 2020 年 07 月 03 日设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天晟农牧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1,387.81 万元，净资产为 1,371.19 万
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13.81 万元。

3、天恒农牧基本情况
名称：桂阳县天恒农牧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03 月 19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舂陵江镇十字村 4 组
法定代表人：曹宇
注册资本：500 万元整（人民币）
经营范围：猪的饲养，种猪的饲养及销售；提供牲畜、家禽饲养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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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恒农牧于 2020 年 03 月 19 日设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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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恒农牧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602.86 万元，净资产为 591.85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8.15 万元。

4、天磊农牧基本情况
名称：涟源市天磊农牧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04 月 23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斗笠山镇托里村二组
法定代表人：唐荣乐
注册资本：500 万元整（人民币）
经营范围：猪的饲养，种猪的饲养及销售；提供牲畜、家禽饲养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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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磊农牧于 2020 年 04 月 23 日设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1,282.79 万元，净资产为 1,271.78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8.22 万元。

5、天赋农牧基本情况
名称：衡南县天赋农牧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02 月 24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宝盖镇新桑田村 14 组
法定代表人：丁梅芳
注册资本：500 万元整（人民币）
经营范围：猪的饲养；提供牲畜、家禽饲养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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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赋农牧于 2020 年 02 月 24 日设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天
赋农牧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105.96 万元，净资产为 91.95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8.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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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铭农牧基本情况
名称：桂阳县天铭农牧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05 月 06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洋市乡车江村八组
法定代表人：唐荣乐
注册资本：500 万元整（人民币）
经营范围：猪的饲养，种猪的饲养及销售；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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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铭农牧于 2020 年 05 月 06 日设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天铭农牧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103.09 万元，净资产为 92.08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7.92 万元。

7、天辉农牧基本情况
名称：祁阳县天辉农牧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03 月 11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文明铺镇岩塘冲村 2 组
法定代表人：王涌
注册资本：500 万元整（人民币）
经营范围：猪的饲养；种猪的饲养及销售；提供牲畜、家禽饲养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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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辉农牧于 2020 年 03 月 11 日设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天辉农牧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3,310.51 万元，净资产为 952.51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7.49 万元。

8、天栎农牧基本情况
名称：永兴县天栎农牧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04 月 02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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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黄泥镇晓源村新源组
法定代表人：曹宇
注册资本：500 万元整（人民币）
经营范围：猪的饲养；种猪的饲养及销售；提供牲畜、家禽饲养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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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栎农牧于 2020 年 04 月 02 日设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天栎农牧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222.82 万元，净资产为 211.81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8.19 万元。
上述关联方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关系。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的名称：公司拟分别与天浩农牧、天晟农牧、天恒农牧、天磊农牧、天
赋农牧、天铭农牧签订《租赁母猪场协议书》；与天栎农牧、天辉农牧签订《租
赁肥猪场协议书》。
交易的类别：租入资产。
2、权属状况说明：
根据关联方的说明，公司拟从天浩农牧、天晟农牧、天恒农牧、天磊农牧、
天赋农牧、天铭农牧、天辉农牧、天栎农牧承租的猪场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3、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公司本次交易的价格是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的，
本次交易价格为正常的商业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
有偿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本次租赁有利于公司业务拓展，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其中：天磊农牧、天铭农牧租金较一般猪场价格高，主要原
因是该猪场采用目前行业最先进的楼房养猪工艺。楼房养猪是一种集约化的喂养
模式，既能提升管理饲养效率，又能减少污粪处理面积，在降低运营管理成本方
面效果显著；楼房猪舍更有利于猪场生物安全系统建设，由于要承受较大的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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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楼房猪场在建造时必须要经过更加严格的承重设计，相应的猪场使用年限
也得到延长。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公司拟与天浩农牧、天晟农牧、天恒农牧、天磊农牧、天赋农牧、
天铭农牧签署《租赁母猪场协议书》，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新五丰（甲方）为承租方，天浩农牧、天晟农牧、天恒农牧、天磊农牧、天
赋农牧、天铭农牧为出租方（乙方）。
2、租赁标的：
乙方新建的母猪场，包括围墙内外所有乙方承包的流转土地、办公楼和场地、
宿舍、猪舍等建筑物及进出猪场道路等和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机器设备、排
污管道、水电气线路和防非、环保设施等）。具体场地及设施、设备以合同相关
方确认的清单及平面测量图为准。
3、租赁期限：
自新建母猪场交付新五丰投产使用之日起 10 年。
4、租金、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1)租赁猪场的具体租金详见表一。
(2)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租金每年度一次性支付，猪场经验收合格并签订租赁协议后七日内凭乙方提
供的国家正式发票支付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同月甲方凭收到乙方提供国家正式
发票采用转账方式支付。
5、交付时间安排
猪场经承租方验收合格后交付。
6、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协议经各方盖章批准，并且以下全部条件成就时生效
(1)新建母猪场是根据承租方签字确认的设计方案为基础新建的；
(2)出租方按要求执行承租方提出的新建猪舍、配套设施要求；
(3)猪场验收时出租方保证有满足生产的供水、供电需求；
(4)出租方确保新建猪场按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周边无其他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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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建猪场需经验收合格。
7、违约责任
租赁期间，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因素而不能履行《租赁母猪场协议书》，可
以提前解除，并不承担违约责任。正常情况下，任何一方违反《租赁母猪场协议
书》，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由此产生的所有经济损失。
8、
《租赁母猪场协议书》的生效条件及违约责任已约定：如出租方的新建猪
场未达到承租方的要求，承租方有权不予验收；如出租方建成猪场后未交付给承
租方的，出租方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前述两种情形下，公司均无支付租金的义务，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与天栎农牧、天辉农牧签署《租赁肥猪场协议书》，该协议的主
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新五丰（甲方）为承租方，天辉农牧、天栎农牧为出租方（乙
方）。
2、租赁标的：乙方新建的肥猪场，包括围墙内外所有乙方承包的流转土地、
办公楼和场地、宿舍、猪舍等建筑物及进出猪场道路等和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
于机器设备、排污管道、水电气线路和防非、环保设施等）。具体场地及设施、
设备以合同相关方确认的清单及平面测量图为准。
3、租赁期限：自新建肥猪场交付新五丰投产使用之日起 10 年。
4、租金、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1)租赁猪场的具体租金详见表一。
(2)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租金每年度一次性支付，猪场经验收合格并签订租赁协议后七日内凭乙方提
供的国家正式发票支付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同月甲方凭收到乙方提供国家正式
发票采用转账方式支付。
5、交付时间安排
猪场经承租方验收合格后交付。
6、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协议经各方盖章批准，并且以下全部条件成就时生效
(1)新建肥猪场是根据承租方签字确认的设计方案为基础新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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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租方按要求执行承租方提出的新建猪舍、配套设施要求；
(3)猪场验收时出租方保证有满足生产的供水、供电需求；
(4)出租方确保新建猪场按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周边无其他猪场；
(5)新建猪场需经验收合格。
7、违约责任
租赁期间，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因素而不能履行《租赁肥猪场协议书》，可
以提前解除，并不承担违约责任。正常情况下，任何一方违反《租赁肥猪场协议
书》，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由此产生的所有经济损失。
8、
《租赁肥猪场协议书》的生效条件及违约责任已约定：如出租方的新建猪
场未达到承租方的要求，承租方有权不予验收；如出租方建成猪场后未交付给承
租方的，出租方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前述两种情形下，公司均无支付租金的义务，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拓展公司业务，在控制风险、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保证发展数量，扩展产能，符合公司的在湖南的产能布局规划，也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和发展规划，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上述关联交易本着市场公平的
原则执行，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没有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2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向关联方租赁母猪场及育肥场的预案》。公司关联董事何军、刘艳书、朱永胜、
熊鹰、胡静、龙林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母猪场及育肥场的预案》及预案相
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予以事先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向关联方租
赁猪场的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有关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的规定，关联董事均回避了对该项预案的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属于
公司日常经营和发展规划所必需，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和发展
规划，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影响公司独立性，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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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交易原则，交易价格及其确定方法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我们
同意该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交易价格及其确
定方法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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