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3477

证券简称：巨星农牧

公告编号：2021-018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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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
司”）下属各子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的优质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等。
 公司拟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493,500.00 万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 358,000.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巨星农牧有限公司对其下属各子公司提供担保（包括
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 95,500.00 万元，巨星农牧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屏山巨星农牧有限公司分别为
其的优质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提供担保（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
外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 40,000.00 万元。
 本次拟对下属各子公司的优质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等提供的担保将存在
反担保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本次授权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了推动公司下属各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扩大业务量，在有效评估风险和保
证资金（资产）安全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同意 2021 年度对外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493,500.00 万元，其中：公司拟对公司下属子公司德昌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德昌巨星”）、夹江县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夹江巨星”）、宜宾巨

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巨星”）、雅安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雅安巨星”）、盐边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边巨星”）、广元巨星
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元巨星”）、古蔺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蔺
巨星”）、眉山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巨星”）、平塘巨星农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平塘巨星”）、平南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南巨星”）提
供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星有限”）拟对下属子公
司提供担保；巨星有限及其子公司拟分别对其对应的优质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
提供担保（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拟为下属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58,0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主要
用于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等。该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34.60%，具体分配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额度（万元）

1

德昌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108,000.00

2

夹江县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45,000.00

3

宜宾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35,000.00

4

雅安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13,000.00

5

盐边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4,000.00

6

广元巨星农业有限公司

6,000.00

7

古蔺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23,000.00

8

眉山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18,000.00

9

平塘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36,000.00

10

平南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50,000.00

合计

/

358,000.00

2、巨星有限拟为下属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95,5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主
要用于固定资产建设（含种场、育肥场、智慧化园区等）、补充经营性流动资金等的
担保。该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5.90%，具体分配
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额度（万元）

1

成都巨星禽业有限公司

1,000.00

2

眉山市彭山永祥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3

重庆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1,000.00

4

泸县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5

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16,500.00

6

屏山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3,000.00

7

乐山巨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7,000.00

8

邛崃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37,000.00

9

叙永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5,000.00

合计

/

95,500.00

3、巨星有限及下属子公司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屏山巨星农牧有限公司拟分
别为其优质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主要用于购买公司产品、缴纳养殖保证金或用于新建、改扩建寄养猪场或鸡场、向合
作伙伴出具履约保函。该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5.04%，具体分配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万元）

1

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巨星农牧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优质
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

35,000.00

2

屏山巨星农牧有限公 屏山巨星农牧有限公司的优质养殖户、客
司
户、合作伙伴等

3,000.00

3

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 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的优质养殖户、客
司
户、合作伙伴等

2,000.00

合计

/

40,000.00

/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同意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德昌巨星、夹江巨
星、宜宾巨星、雅安巨星、盐边巨星、广元巨星、古蔺巨星、眉山巨星、平塘巨星、
平南巨星，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巨星有限对其下属各子公司以及巨星有限及其子公司
对其对应的优质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进行担保。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编号
1

名称

注册地点

成都巨星禽业有限公司 崇州市白头镇东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段利锋

肉种鸡养殖、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禽蛋销售。

巨星有限持

风村 17 组 34 号

股 100%

四川省泸州市泸
泸县巨星农牧科技有限
2

仔猪、育肥猪、种猪养殖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巨星有限持
县福集镇小马滩

岳良泉

公司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 100%

村
农牧业开发；生猪、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加工、销售；农业种植；
四川省广元市剑
肉食制品生产、加工、销售；畜禽养殖技术研究、服务；畜禽粪污处理；巨星有限持
3

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阁县下寺镇冠京

岳良泉
粮食、饲料原料购销；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股 100%

新城二楼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制造.销售:饲料;销售：饲料原料、水质改良剂、底质改良剂、微生态制
眉山市彭山永祥饲料有 眉山市彭山区青
4

剂、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植物提取物，畜禽养殖及销售；渔业技术 巨星有限持
段利锋

限责任公司

龙镇永远村

推广服务，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养殖设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股 100%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生产、销售：配合饲料、浓缩饲料、饲料原料（在许可证有效范围及期
重庆市荣昌区昌
限内从事经营）；家畜养殖、销售（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 巨星有限持
5

重庆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州街道东方大道 6

苏宁
销售：预混料、添加剂。【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股 100%

号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农牧业开发；畜禽养殖技术研究、服务；农业种植与购销；生猪养殖、
屏山县屏山镇安
6

屏山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销售；肉食制品生产、加工、销售；粮食、饲料、饲料原料及饲料添加 巨星有限持
岳良泉

顺街 3 号

剂销售；畜禽粪污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股 100%

可开展经营活动）
生猪、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加工、销售；农牧业开发；农业种植；
叙永县川滇黔商
肉食制品生产、加工、销售（凭许可证经营）；禽畜养殖技术研究、服 巨星有限持
7

叙永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贸城 B 区 15 栋 4-1

苏宁
务；禽畜粪污处理；粮食（凭许可证经营）、饲料原料购销。（依法须

股 100%

号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乐山市市中区牟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牲畜饲养、销售；花卉种植；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

乐山巨星农业发展有限
8

巨星有限持
子镇武皇村 658 号

林超

产、加工、销售；食品加工及销售；畜禽粪污处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公司

股 100%
1层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生猪养殖、销售；肉制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销售；农牧业项目开发；
苗木、花卉、谷物、油料作物、中药材、水果、蔬菜种植；畜禽养殖技

邛崃市冉义镇园
9

邛崃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巨星有限持
唐春祥

术研究、服务；畜禽粪污治理；粮食、饲料原料收购、销售。（以公司

林村 24 组 31 号

股 100%
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展开经营活动）。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

贵州省黔南州平
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 巨星农牧持
10

平塘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塘县平湖镇后山

唐春祥
择经营。（生猪养殖与销售，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加工、销售；肉

股 100%

大道边
食制品生产、加工、销售；畜禽养殖技术研究、服务；畜禽粪污处理；
粮食、饲料原料购销。）
猪的饲养；家禽、家畜养殖、销售；蔬菜种植、销售；肉制品销售；屠
四川省眉山市丹
宰及肉类加工；畜禽粪污处理；畜禽饲养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巨星农牧持
11

眉山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棱县仁美镇中心

唐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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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100%

村1组
动）
12

夹江县巨星农牧有限公 夹江县甘江镇席

林超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牲畜饲养、批发、销售；花卉种植；饲料及饲料添 巨星农牧持

司

湾村十社 95 号

加剂生产、加工、销售；食品加工及销售；畜禽粪污处理服务。（依法

股 100%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生猪、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加工、销售；农牧业开发、农业种植（国
古蔺县彰德街道
13

古蔺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蔺阳大道天成名

黄明刚

都 A 区 A1-10

家、法律禁止的除外）；肉食制品生产、加工、销售（凭许可证经营）；
巨星农牧持
畜禽养殖技术研究，服务；畜禽粪污处理；粮食、饲料原料购销（凭许
股 100%
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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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猪养殖，畜禽饲养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农业技

四川省广元市剑
术推广服务；牲畜饲养、销售；花卉种植；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加 巨星农牧持
14

广元巨星农业有限公司 阁县下寺镇冠京

岳良泉
工、销售；食品加工及销售；畜禽粪污处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股 100%

新城二楼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畜禽饲养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发、推广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雅安市雨城区康
牲畜饲养、销售；花卉种植；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加工、销售；食 巨星农牧持
15

雅安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藏路 495 号 5 幢 9

唐春祥
品加工及销售；畜禽粪污处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股 100%

号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禽畜饲养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屏山县屏山镇金
宜宾巨星农牧科技有限
16

牲畜养殖、销售，花卉种植；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加工、销售；食 巨星农牧持
沙江大道王府井 8

岳良泉

公司

品加工及销售；畜禽粪污处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股 100%

栋一层 M01 号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川省攀枝花市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牲畜饲养、销售；花卉种植；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
盐边巨星农牧科技有限 盐边县桐子林镇

巨星农牧持

17

唐春祥
公司

产、加工、销售；畜禽粪污处理服务；肉制品销售；肉制品及副产品加

月潭街 1 号 68 幢

股 100%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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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号
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畜禽粪污处理服务；家禽、家畜饲养、
德昌巨星农牧科技有限 麦岔村二社（限于
18

销售；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加工、销售；食品加工及销售（凭许可 巨星农牧持
唐春祥

公司

企业行政办公）

证经营）；花卉种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股 90%

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生
产；食品经营；活禽销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
广西壮族自治区
售；生猪屠宰；动物无害化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贵港市平南县平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巨星农牧持
19

平南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南街道罗合村小

岳良泉
为准）一般项目：畜禽粪污处理；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股 100%

力地段东方家园 A
花卉种植；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
区 03 幢 010603 号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牲
畜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被担保子公司主要财务状况（经审计，单位：元）：
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成都巨星禽业有限公司

39,647,167.25

31,552,281.47

眉山市彭山永祥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143,121,427.19

重庆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泸县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总负债
8,094,885.78

流动负债

银行贷款

营业收入

净利润

7,634,490.58 5,000,000.00 14,632,396.60

639,628.36

54,194,096.33

88,927,330.86 88,007,213.36 30,000,000.00 311,278,211.49

4,004,971.10

62,730,878.65

16,495,025.09

46,235,853.56 46,071,520.23 10,000,000.00 100,268,741.43

1,416,831.30

199,390,630.65

147,138,601.60

52,252,029.05 52,238,207.71

0.00 154,243,445.38 82,136,963.86

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491,981,783.33

376,418,525.76 115,563,257.57 64,980,854.45 77,162,138.91 218,463,451.50 118,977,078.77

屏山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228,114,526.87

102,573,060.38 125,541,466.49 55,070,047.79 69,732,443.70 89,134,533.65 36,248,333.44

叙永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265,693,593.98

239,030,816.71

乐山巨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80,621,478.40

27,042,323.88 153,579,154.52 153,274,429.52

邛崃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105,737,447.51

4,708,018.54 101,029,428.97 100,925,165.31

0.00

480,033.00

-158,903.26

平塘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40,064,261.25

4,830,725.84

35,233,535.41 14,563,535.41

0.00

0.00

-543,116.56

古蔺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41,119,073.63

18,861,126.57

22,257,947.06 22,253,254.36

0.00

0.00

-544,178.92

眉山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13,110,247.44

3,892,466.27

9,217,781.17

8,712,979.59

0.00

0.00

-561,081.59

夹江县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10,668,356.78

3,396,445.73

7,271,911.05

7,271,911.05

0.00

0.00

-97,009.74

广元巨星农业有限公司

40,788,144.41

4,963,694.47

35,824,449.94 35,824,449.94

0.00

0.00

-36,305.53

雅安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3,088,438.29

2,684,885.93

403,552.36

403,552.36

0.00

0.00

-315,114.07

宜宾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5,984,436.58

4,972,060.34

1,012,376.24

1,012,376.24

0.00

0.00

-27,939.66

盐边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4,695,651.24

4,534,664.43

160,986.81

160,986.81

0.00

0.00

-465,335.57

德昌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14,346,779.10

12,506,493.62

1,840,285.48

1,840,285.48

0.00

0.00

-493,506.38

/

/

/

/

/

/

/

平南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26,662,777.27 15,284,610.60

0.00 133,235,401.50 76,974,991.35
0.00 20,429,476.00

7,978,853.55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平南巨星农牧有限公司尚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合同。目前公司确认的担保主要内容包括：
1、担保方式：信用保证担保；
2、担保金额及期限：根据每笔借款的实际发生金额及日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双方约定；
3、担保签署：上市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贺正刚先生签署担保协议等文件。
四、风险防范措施
对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之外的优质养殖户、客户、合作伙伴等提供担保有如下要求
及防范措施：
1、仅为与公司保持良好业务关系、具有良好信誉和一定实力且与公司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的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提供担保；
2、要求借款的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等向公司提供财产抵（质）押、连带责
任保证等反担保措施；
3、客户、养殖户或合作伙伴等通过公司担保而取得的借款只能用于购买公司产
品、缴纳养殖保证金或用于新建、改扩建寄养猪场或鸡场，资金流转受到严格限制和
监控；
4、公司定期派出业务或财务人员到场检查其经营销售与财务状况；
5、对外提供担保之前，公司内控部门严格做好被担保方的调查、信用分析及风

险预测等资格审查工作。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各子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的优质客户、养殖户、合作伙
伴等。上市公司对下属各子公司拥有控制权，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同时针对
下属各子公司的优质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等担保事宜，制定了严格的风险防范措
施，要求借款的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等向公司提供财产抵（质）押、连带责任保
证等反担保措施。本次担保行为是为了保证上市公司各下属子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
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同意此次担保授
权。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经过审慎研究后认为：本次提供信用担保的对象为公司下属各子公司及
下属各子公司的优质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等，主要是为了满足上述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和项目建设流动资金的需要，促进公司与客户共同发展。在为优质客户、养殖
户、合作伙伴等提供担保时，在保前、保中、保后均制定了风险防范措施，风险可控。
上述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未损害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为上述被担保对象提供信用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5,072.17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67%。其中，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9,910.52 万元，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73%；对优质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等的担保
余额为 5,161.65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4%。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