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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七）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所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专
项法律顾问合同》，委派律师以特聘法律顾问的身份，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
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编报规则 12 号》”）、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所属部门所颁发的规章及文件（以下简称“规
范性文件”）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
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
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
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之律师
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原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出具了《北
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
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2
年 3 月 4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
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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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于 2013 年 8 月 8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于 2014 年 3 月 3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六）》”）。
根据发行人自上述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后有关情况的变化，本所现依据《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编报规则 1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按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原法律意见书》、
《原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
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以及《补充法律意见（六）》所依据的事实的
基础上，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就有关事项向发
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取得了由发行人
获取并向本所提供的证明和文件。
本所律师特别提示发行人，上述文件或者证明所提供的信息将被本所律师所
信赖，发行人和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其确认或证明之事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本所律师所得到的由发行人或其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证言、声明和保证、说明或者证明文件，也构成本所
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支持性资料。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术语和定义与《原
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五）》
及《补充法律意见（六）》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原法
律意见书》、
《原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五）》及
《补充法律意见（六）》中所做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作为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法律顾问，已按照律师行业公证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提供或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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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文件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补充核
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主要简称如下：
公司或发行人

指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或其前身广
东燕塘乳业有限公司、广东燕塘乳品有限公
司

报告期
澳新牧业

指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 1-6 月
湛江燕塘澳新牧业有限公司，发行人持有其
25%的权益，发行人子公司湛江燕塘持有其
45%的权益

新澳养殖

指 陆丰市新澳良种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水荫路直营店

指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水荫路直
营店

《招股说明书》

指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正中珠江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审计机构、验资机
构

《审计报告》

指 正中珠江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广会审字
[2014]G14001100102 号《审计报告》

《内控报告》

指 发行人编写的《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及正
中珠江对此审核出具的广会专字
[2014]G14001100146 号《内部控制鉴证报
告》

《纳税情况鉴证报告》 指 正 中 珠 江 出 具 的 广 会 专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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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G14001100125 号《广东燕塘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纳税情况鉴证报告》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元

指 人民币元，中国法定流通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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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与《补充法律
意见书（六）》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二、发行人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主体资格没有发生变化。发行
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是否发生变化进行了逐项核查。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除下述事项外，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其他实质条件自《补充法律意见书
（六）》出具以来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3.1

发行人的独立性和规范运行
3.1.1

根据《内控报告》，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

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符合《管
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3.1.2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就

本所律师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作出的判断，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发行人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符
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3.2

财务与会计
3.2.1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

明，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

5-1-8-7

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3.2.2

根据《内控报告》，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符

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3.2.3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发行人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发行人 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度及 2014 年 1-6 月的财务报表
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
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
3.2.4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

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同或相似的经济
业务，选用了一致的会计政策，未随时变更，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
定。
3.2.5

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完整披露关联方关系

并按重要性原则恰当披露关联交易。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具
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够作出的判断，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原则定价，价
格不失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据此，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3.2.6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

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最
近 3 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股本总额
为人民币 11,8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截止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无
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截止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未
弥补亏损。据此，发行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证券法》第五
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3.2.7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发行人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

《纳税情况鉴证报告》、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报告期内，
发行人依法纳税，所享有的各种税收优惠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审计报告》、
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够作出的判断，发
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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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

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
有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3.2.9

根据《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等发行申报文件及本所律师的核

查，发行人申报文件中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所列的情形。
3.2.10

根据《审计报告》、
《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

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所列的对持续盈利能力造成
不利影响的情形。
3.3

其他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最

近三年财务文件无虚假记载且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
（三）款的规定。
综上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具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实质
条件。
四、发行人的独立性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
构方面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五、发行人的股东
（一）湛江农垦
根据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4 月 8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440800000037505），湛江农垦的经营范围变更为：农业种植、林业种
植；农畜产品（除烟叶、蚕茧、种子、种苗、种禽畜）批发；销售：橡胶及制品，
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纺织品，塑料制品（不含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
购物袋），通用设备，家用电器，百货，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除文物），仪器
仪表，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农业生产技术服务；仓储（除危险化学品和
危险废物的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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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科白云
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萝岗分局于 2014 年 5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440108000003194），中科白云的经营范围已经变更为：创业投资；股
权投资；营业期限变更为 2009 年 8 月 18 日至 2016 年 8 月 18 日。
（三）中远轻工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
号：440000000025781），中远轻工的经营范围已经变更为：批发：预包装食品（按
本公司有效许可证书经营）。糖产品、纸制品及其原材料的科研、开发和项目投
资；制糖、造纸技术及信息咨询；销售：纸浆、纸制品，仪器仪表，普通机械，
金属材料；物业出租；停车场经营；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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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长金投资
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5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
号：440101000029525），长金投资的注册地址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9 号
501 室；经营范围变更为：创业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除上述外，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六）》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股东与《原法律
意见书》、
《原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六、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股本未发生任何变化。
七、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分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范围
7.1

发行人和分公司的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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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7 月 3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440000000065176），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变更为：生产、销售乳制品：
[液体乳（巴氏杀菌乳、调制乳、灭菌乳、发酵乳）]，饮料（蛋白饮料类）；生
鲜乳收购（以上各项凭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乳制品生产技术服务。以下由
分支机构经营：奶牛、种牛养殖及销售；草类的种植及销售；有机肥的生产及销
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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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
号：440101000199559），燕塘乳业直营店的经营范围变更为：预包装食品批发；
乳制品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乳制品零售。
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
号：440101000279074），水荫路直营店的经营范围为：乳制品零售；预包装食品
零售；乳制品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
7.2

子公司的经营范围
根据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440500000033415），汕头燕塘的经营范围变更为：乳制品[液体乳（巴
氏杀菌乳、发酵乳）]（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3 月 29 日）；
饮料（蛋白饮料类）（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8 月 2 日）；销
售：塑料制品、玻璃制品、纸制品；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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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拥有的经营许可
1、《生鲜乳准运证明》
遂溪县畜牧兽医局向澳新牧业核发了编号为粤 440823（2014）0001 号《生
鲜乳准运证明》，车牌号码为粤 GR6633，车辆所有者为澳新牧业，核定最大运
载量为 4.99 吨，有效期至 2015 年 6 月 23 日。
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发行人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已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到期，发行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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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续期手续。2014 年 3 月 31 日，广州市天河区交通管理总站向发行人核发了粤
交运管许可穗字 440100001821 号《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湛江燕塘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已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到期，湛江燕塘
办理了续期手续。2014 年 3 月 24 日，湛江市麻章区交通运输局向湛江燕塘核发
了粤交运管许可湛字 440800015531 号《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三）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度及 2014 年 1-6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642,950,625.33 元、人民币 767,390,296.88 元、
人民币 871,827,181.39 元和人民币 429,145,872.75 元，分别占同期发行人营业收
入的 99%、99%、99%和 99%。发行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其主营业务，发行人的主
营业务突出。
除上述外，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六）》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业务与《原法律
意见书》、
《原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八、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8.1

发行人的关联方
（一）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广东农垦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更新情况详见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附件“《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名单及业务情况表》”。

（二）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发生了变化，变更后的情况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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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如下表格：

姓名

在发行人担
任的职务

兼职单位

杨秀通

董事

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
司

兼职职务

与发行人关系

常务副总经理

广东农垦控制
的企业

除上述外，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六）》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关联方与《原法
律意见书》、
《原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8.2

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

律意见书（六）》出具之日至报告期末，公司新增尚未履行完毕的关联交易具体
如下：
2014 年 5 月 28 日，发行人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订《仓储合同》（穗
广垦仓储自字［2014］年龙 023 号），租赁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0 号龙洞库
区三号仓库一层 1 号库位，面积 1,500 平方米，租期为 2014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仓储保管费按每月 32 元/平方米，月租金 48,000 元。广州广垦仓
储有限公司提供理货有偿服务，单价 6 元/平方米，合计每月 9,000 元，货物出入
库装卸费、转仓费按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所定收费标准结算。
根据《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发行人与关联人发
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人民币以下（不含本数）或发行人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
的 5%以下的关联交易，由总经理审批。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就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履行了相应的内部批准程序，真实有效。
8.3

同业竞争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出具

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
制人、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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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9.1

对外投资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一家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9.1.1 新澳养殖
新澳养殖目前持有陆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核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441581000032616）。根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
新澳养殖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成立，其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号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营业期限

9.2

441581000032616
陆丰市铜锣湖农场跃进路一号首层
吴树荣
980 万元
奶牛、种牛养殖及销售；草类种植及销售；有机肥、
饲料生产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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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

分支机构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一家直营店，具体情况如下：
9.2.1 水荫路直营店
水荫路直营店目前持有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101000279074）。根据《营业执照》显示，水荫路直
营店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成立，其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号
住所
负责人
经营范围
营业期限

440101000279074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34 号大院 19 号 101 自编 2 号铺
陈松湖
乳制品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乳制品批发；预包装
食品批发
2014 年 6 月 12 日-2017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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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子公司拥有房产的情况

9.3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湛江燕塘新增自建房产第三产品仓库已
经取得房地产证，具体情况如下表所述：

所有权人

座落地址

建筑面积
（㎡）

房地产证编号

土地使用
权期限

权利限制

湛江燕塘

湛江市麻章区金园路西
侧湛江燕塘乳业有限公
司第三产品仓库

1,054.94

粤房地权证湛江字
第031002995号

2052年4月
10日终止

无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外，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六）》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房产的情况与
《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及《补充法律
意见书（六）》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9.4

发行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的情况
9.4.1

土地使用权

2014 年 4 月 24 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燕隆乳业核发了《国有
土地使用证》（穗府国用（2014）第 05000049 号）。根据该证书，该地块坐落于
广州开发区永和区永安大道以南、香荔路以东，地块编号为 YH-Q1-2，地类为工
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 49,817.00 ㎡，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64
年 4 月 23 日。
除上述外，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与《原法律意见书》、
《原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
法律意见书（五）》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9.4.2

商标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 1 个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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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序号

商标

1、

商标注册号

权属人

核定使用
商品类别

注册有效期

5824055

发行人

29

2014 年 4 月 7 日至
2024 年 4 月 6 日

除上述外，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六）》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汕头燕
塘拥有的商标情况与《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9.4.3

专利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查询的专利登记簿副本显示，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经缴纳了专利的年费，不存在应缴而未缴
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的专利情况与《原法律意见
书》、《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9.5

发行人拥有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及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9.5.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根据《审计报告》，截止到 201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拥有的生产性生物资
产价值总额为人民币 61,642,005.04 元，主要包括成母牛、青年牛和牛犊。
9.5.2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固定资产清单及发行人向本所出
具的说明，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生产经营有直接重大影响、账面净值在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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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有权人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净值（元）

1.

发行人

灌装机

34

台/套

10,027,570.69

2.

发行人

永久用电工程

1

台/套

1,755,479.24

3.

发行人

清洗机

9

台/套

1,055,400.88

4.

发行人

封口机

5

台/套

937,978.95

5.

发行人

冷水机组

5

台/套

690,924.46

6.

发行人

色谱仪

3

台/套

680,456.93

7.

发行人

检测器

5

台/套

714,070.60

8.

发行人

洗瓶机

2

台/套

530,992.99

9.

发行人

收缩膜套标机

3

台/套

530,471.14

10.

湛江燕塘

灌装机

6

台/套

3,244,330.81

11.

湛江燕塘

STOPK 系统旧设备

1

台/套

2,149,624.88

12.

湛江燕塘

蓄冰设备

1

台/套

1,938,528.54

13.

湛江燕塘

冷水机组

3

台/套

1,654,132.00

14.

湛江燕塘

室外奶仓

4

台/套

1,294,621.92

15.

湛江燕塘

室外奶仓

1

台/套

1,067,633.26

湛江燕塘

10KV 电缆 2 台 630KVA
配电设备

1

台/套

866,220.93

17.

湛江燕塘

管道

2

台/套

698,400.17

18.

湛江燕塘

净化空调设备

1

台/套

681,332.09

湛江燕塘

12T/h 燃油锅炉烟气除尘
脱硫废气处理设备（烟
囱）
）

1

台/套

585,203.16

20.

湛江燕塘

冰水站工程

1

台/套

508,939.19

21.

奶牛场分公司

挤奶机

3

台/套

1,443,926.09

22.

奶牛场分公司

清粪机

12

台/套

1,363,995.66

23.

奶牛场分公司

分离机

2

台/套

775,605.25

24.

澳新牧业

环保治理工程

1

台/套

2,273,239.99

16.

19.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合法拥有
上述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的所有权。
9.6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发行人的上述主要财产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抵押、质押、
查封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9.7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租赁房屋、土地使用权及机器设备的情况
9.7.1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租赁房屋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与谭琳琳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签署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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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琳琳将坐落于越秀区水荫路 34 号大院 19 号 101 自编 2 号铺的房地产出租给发
行人作商业用途使用，建筑面积 23.27 平方米，租赁期限及租金情况如下：
租赁期限
2014 年 5 月 1 日-2015 年 4 月 30 日
2015 年 5 月 1 日-2016 年 4 月 30 日
2016 年 5 月 1 日-2017 年 4 月 30 日
2017 年 5 月 1 日-2018 年 4 月 30 日
2018 年 5 月 1 日-2019 年 4 月 30 日

月租金额（币种：人民币）元
14,000
14,500
15,000
15,500
16,000

根据穗租备 2014B0402901046 号《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上述租赁已办
理租赁备案手续。
根据原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核发的《房地产证》
（统字 591010）显示，上述
租赁物业的权属人系卢艳芬。2012 年 7 月 1 日，卢艳芬与谭琳琳签订了《商铺
租赁合同》，将上述物业出租给谭琳琳使用。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谭琳琳并未提供原出租方卢艳芬同意其转租该租赁物业
的证明文件，该租赁行为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鉴于：
（1）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发行人一直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支付
房屋租金，原出租方卢艳芬、转租方谭琳琳或其他任何第三方从未向发行人提出
过任何产权、违约、搬迁及解除合同的主张，发行人与原出租方卢艳芬、转租方
谭琳琳或其他任何第三方之间不存在关于该租赁物业的纠纷；
（2）发行人租赁该物业的用途为水荫路直营店住所，其面积较小，租赁物
业内的设施设备易于搬迁、安装，且对经营场所没有特殊性要求，如果无法继续
租赁该物业，发行人可以在较短期限内在当地租赁市场上找到相同条件的租赁物
业并完成搬迁工作，不会对发行人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3）发行人控股股东燕塘投资承诺，如果因上述租赁瑕疵而给发行人或第
三方造成任何损失和责任，其将无条件、全额、连带地向发行人或第三方赔偿，
以确保发行人或第三方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所述，发行人租赁上述物业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亦
不会对发行人的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发行人与广州谷裕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原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于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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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到期，发行人和广州谷裕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 日续签了
《物业租赁合同》，广州谷裕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元岗北街 145
号内自编仓库 F 栋的建筑物及场地出租给发行人作商业用途，物业总面积为
4,506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2014 年 5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8 日，月租金为 88,011
元。

发行人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租赁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0
号龙洞库区三号仓库一层 1 号库位的相关租赁合同已经到期，2014 年 5 月 28 日，
发行人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续签了《仓储合同》（穗广垦仓储自字［2014］
年龙 023 号），租期为 2014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仓储保管费按每月
32 元/平方米，月租金 48,000 元。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提供理货有偿服务，单
价 6 元/平方米，合计每月 9,000 元，货物出入库装卸费、转仓费按广州广垦仓储
有限公司所定收费标准结算。
除上述外，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租赁房屋、土地使用权及机器设备的情况与《原法律意见书》、
《原律师工作报
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发行人承包土地的情况

9.8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承包土地的情况未发生任何变
化。
十、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10.1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
10.1.1 借款合同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新增正在履行中的借款合同情况如下：
贷款
银行

借款期限

金额
（万元）

利率

中国银行

12 个月

2,000

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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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编号
GDK4
75860

担保
方式

担保人

最高

燕塘投资

担保合
同编号
GBZ475
8601201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天河支行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中环支行

利率

12 个月

1,000

12014
0044
粤 交
银 中
2013
年 最
借 字
13048
015 号
之
14048
001

浮动
利率

额担
保

最高
额担
保

20283

燕塘投资

粤交银
中 2013
年最保
字
2013023
号

湛江燕塘新增正在履行中的借款合同情况如下：
贷款
银行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湛江
分行

借款期限

金额
（万元）

利率

12 个月

500

浮动
利率

合同
编号
GDK4
76300
12014
0016

担保
方式

担保人

最高
额担
保

发行人

担保合
同编号
GBZ476
3001201
40001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上述借款合同均合法有效；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
说明，发行人及湛江燕塘均按上述合同的约定还本付息，以上借款合同不存在潜
在风险。
10.1.2 销售合同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新增正在履行中的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序
号

签订时间

销售商

1

2013.12.31

端州区健牛乳制品经营部

2

2013.12.31

3

2013.12.31

产品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燕塘牛奶
中山市石岐区湖滨杂货店
系列产品
端州区旺牛乳制品商行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期限

预计金额

2014.1.1-2014.12.31

2,120 万元

2014.1.1-2014.12.31

1,200 万元

2014.1.1-2014.12.31

825 万元

10.1.3 采购合同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正在履行中的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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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签订时间

供应商

项目

计划
数量

期限/送货时间

单价/预计总金额

1

2014.3.1

YT27

原料奶

-

2014.3.1-2014.12.31

2,610 万元

2

2014.3.1

YT32

原料奶

-

2014.3.1-2014.12.31

905 万元

3

2014.2.18

YT31

原料奶

-

2014.2.19-2014.12.31

1,947 万元

4

2014

YT23

原料奶

-

2014.1.1-2014.12.31

539 万元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
或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元）或者合同金额不足
500 万元，但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有重要影响的重大合同/协议）均合法、有效，不
存在潜在风险，其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10.2

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10.3

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

人与关联方之间重大债权债务关系情况的变化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八、关
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10.4

其他大额应收、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属于发行人正常的业务
往来，合法有效，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十一、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11.1

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发生过合并、分立、注册资本
变更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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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收购或出售资产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没有发生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的资产收购或出售情况。
11.3

发行人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没有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
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计划。
十二、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现行章程没有进行任何修改。
十三、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召开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报告期内，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及决议内容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四、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五、发行人的税务

15.1

发行人及其分公司、子公司的税务登记
根据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粤国税

字 44010430445745 号）和广州市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
（粤地税字 440104304457456 号），水荫路直营店已在税务主管机关办理
了税务登记。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新澳养殖的税务登记证正在办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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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适用的主

要税种和税率如下：
税目

纳税（费）基础

税（费）率

增值税

应税销售额

营业税

应税劳务收入

17%、13%
5%

应交流转税额

7%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应交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交流转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堤围防护费

应税收入

0.1%、0.08%、0.05%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目前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
除上述外，发行人的税务登记、执行的税种及税率与《原法律意见书》、
《原
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
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中披露的
信息一致。

15.3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子公司、分公司享受

的税收优惠如下：
根据广东省遂溪县国家税务局 2014 年 2 月 8 日出具的《减、免税批准通知
书》（遂国税减[2014]88 号），澳新牧业符合减免税条件，减免原因为：（免税）
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该局同意澳新牧业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取得的减免税项目收入免征增值税。
根据阳东县国家税务局塘坪税务分局 2014 年 3 月 31 日审批同意的《企业所
得税减免优惠备案表》，奶牛场分公司 2014 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农产品初
加工）已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
根据湛江市麻章区国家税务局 2014 年 3 月 11 日审批同意的《企业所得税减
免优惠备案表》，湛江燕塘 2014 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农产品初加工）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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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减免税备案手续。
根据汕头市龙湖区国家税务局 2014 年 3 月 31 日审批同意的《企业所得税减
免优惠备案表》，汕头燕塘 2014 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农副产品初加工（巴
氏杀菌牛奶））已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
除上述外，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六）》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
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未发生变化。

15.4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政府补助情况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新增政府补助
情况如下：
根据广东省农垦总局下发的《关于批复直属企业 2014 年部门预算的通知》
（粤垦函字[2014]190 号），发行人收到广东省农垦总局畜牧良种补贴人民币 5 万
元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人民币 110 万元。
发行人享受的新增政府补助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15.5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纳税及税务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相关主管税务部门出具的证明、《纳税情况鉴证报

告》、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及
2014 年 1-6 月，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受到税务部门行政处罚且情
节严重的情形。
十六、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16.1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环境保护情况
根据广州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出具的穗环证字[2014]122 号《广

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环保核查情况的复函》，在核查
时段内（核查时段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未发现因违反国家
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该局处罚的记录，未发现因环保问题受到群众投
诉的记录，未发现有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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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湛江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4 年 7 月 9 日出具的《环保守法情况证明》，湛
江燕塘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能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环保
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受到环境保护部门的行政处罚。
根据汕头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4 年 7 月 2 日出具的证明，汕头燕塘自 2014 年
1 月至今能履行缴纳排污费等义务，未发现存在违法排污行为，未发生环境污染
事故，没有受到该局的环保行政处罚。
根据广州开发区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局于 2014 年 7 月 4 日出具的《环保守
法核查证明》，燕隆乳业能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无因
环境污染问题受群众投诉，未受该局行政处罚。
根据遂溪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4 年 7 月 4 日出具的《证明》，澳新牧业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能遵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未发现
环境违法行为，未受过该局行政处罚。
16.2

发行人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根据广州市天河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4 年 7 月 7 日出具的证明，经该局

核查，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该局未对发行人进行过行政处罚。
根据广东省湛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4 年 7 月 2 日出具的证明，经核实，
湛江燕塘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未发现有违反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的记录，未受过该局的行政处罚。
根据广东省汕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出具的证明，经核查，
汕头燕塘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没有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
律、法规、规章的记录，未受过该局的行政处罚。
根据广东省遂溪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4 年 7 月 3 日出具的证明，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该局未收到或处理过涉及澳新牧业的产品质量
投诉或纠纷，澳新牧业的产品符合相关质量标准，未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未发
现澳新牧业存在违法违规而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 6 个月不存在因
产品质量而引起的诉讼、仲裁，也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
十七、发行人募股资金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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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行性分析的议案〉的议
案》，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建设投资
流动资金
投资总额
序号
项目名称
（万元）
（万元）
（万元）
日产 600 吨乳品生产基
1
32,619.88
1,214.82
33,834.70
地项目
2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3,510.80
0
3,510.80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
3
15,000.00
15,000.00
营运资金项目
上述项目投资总额为 52,345.50 万元，其中“日产 600 吨乳品生产基地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 31,034.70 万元，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3,510.80
万元，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营运资金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15,000.00 万元。如
未发生重大的不可预测的市场变化，实际募集资金将按以上排列顺序投入。实际
募集资金投资上述项目如有不足，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募集资金到位前，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
换。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外，发行人募股资金
的运用与《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及《补
充法律意见书（六）》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十八、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与《原法律意见
书》、《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十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9.1

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发行人子公司的涉诉情况
19.1.1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

书（六）》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
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5-1-8-26

19.1.2 根据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
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该等股东不存在新增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19.1.3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
书（六）》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子公司不存在尚未
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19.2

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的涉诉情况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发行人董事长及总经理本人的确认及本所律

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案件。
19.3

经本所律师核查，没有证据显示与上述书面说明及确认相反的事实存在。

但是本所律师对诉讼、仲裁的调查和了解受到下列因素的限制：
19.3.1 本所律师的判断是基于确信《招股说明书》以及上述各方所作出的
说明和确认以及有关证言证据是按照诚实和信用的原则作出的。
19.3.2 由于中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民事案件管辖法院除被告所在地法院
外，还包括原告所在地法院、合同签订地或履行地法院、争议所在地法院等，在
某些情况下可能还会涉及到专属法院的管辖，某些诉讼还可能会在境外法院提
起。对于仲裁案件，通常由合同或争议双方通过协议选择仲裁法庭。在中国目前
对诉讼和仲裁的案件受理缺乏统一的并可公开查阅的信息公告系统的情况下，本
所律师不可能穷尽对上述机构的核实。
二十、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系由发行人与广发证券编制，本
所律师参与了《招股说明书》的讨论，对《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关的内容尤其是
发行人在其中引用《原法律意见书》、
《原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五）》、
《补
充法律意见书（六）》以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进行了审阅，在此基础上，
《招股说明书》及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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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
司法》、
《证券法》和《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副本四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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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名单及业务情况表

一、广东农垦（农垦总局）下属全资及一级控股子公司
序
号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公司

农业种植、林业种植；农畜产品（除烟叶、蚕茧、种子、种苗、种禽畜）
批发；销售：橡胶及制品，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纺织品，塑料制
品（不含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通用设备，家用电器，百
货，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除文物），仪器仪表，化工产品（除危险化
学品）；农业生产技术服务；仓储（除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的仓储）。

农林业种植；销售；橡胶及
制品；农业生产技术服务等

广东省茂名农垦集团公司

主营：实业投资、农业（主要包括天然橡胶及南亚热带农业）、畜牧业、
林业投资。
兼营：物业出租及管理。

实业投资、农业、畜牧业、
林业投资

3.

广东省阳江农垦集团公司

主营：农、林、牧、水产业（以上项目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橡胶制品及
塑料制品制造业，建筑材料业，国内商业贸易业（国家专控、专营物资除
外），物资供销业。
兼营：粮油、食品、饮料和饲料加工（制造）、纺织品、针织品、服装、
缝纫品、鞋帽、皮革、毛皮销售及制造（以上项目另设分支机构经营）；
金属制品制造（不含金银）；咨询服务和生产服务；房屋租赁。

农林牧水产业、建筑材料业

4.

广东省揭阳农垦集团公司

谷物、豆类作物种植；茶、果树种植；橡胶种植；植树造林；禽畜饲养（以
上不含种苗、种禽畜的种植和饲养）。

谷物、豆类，茶、果树，橡
胶种植；禽畜饲养

5.

广东省汕尾农垦集团公司

主营：普通钢材，纸制品，电热水器，砖瓦，茶制造及木制品，粮油，水

普通钢材、农业生产资料等

1.

2.

公司名称

5-1-8-30

产品购销，园林绿化，工农业生产资料（须报批未获准的除外），副食品、 销售
其他食品（烟、盐零售）、农副产品购销。兼营：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日用杂货（除烟花爆竹），家具，百货，电子计算机及配件，非金银工艺
品，劳保用品，仪器仪表、计量衡器具购、销。
6.

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公司

以自有资金进行实业投资，项目管理。

以自有资金进行实业投资，
项目管理

7.

广东新时代物业管理服务公
司

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以上项目具体凭本公司有效许可证书经营），物
业租赁代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室内装饰，清洁服务，提供与上述经营相
关的咨询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汽车零配件，日用百货。

物业管理，物业租赁代理，
停车场经营

8.

广东省燕达橡塑制品厂

主营：生产、加工橡胶及橡胶制品、塑料及塑料制品；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兼营：批发、零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器机
械及器材；场地出租；仓储服务。

生产、加工汽车异型胶管、
钢丝缠绕（编织）胶管；其
它橡胶、塑料制品

9.

粤垦国际（贝宁）有限公司

食用酒精的生产和销售。

木薯酒精生产及销售

10.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经营旅业，美容美发、卡拉 OK 歌厅，制售中餐（含凉菜、糕点、裱花蛋糕、
烧卤熟肉制品、生食海产品制售）、制售西餐（不含糕点、沙律、烧卤熟
肉制品、生食海产品制售）及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含酒精饮料）、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洗衣、打字、复印、翻译服务；场地出租
餐饮、旅业、出租小汽车及
（限燕岭大厦）；停车场经营；代购车、船、机票，出租客运。销售：五
各自配套服务项目
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百货，纺织品，针织品，日用
杂货，工艺美术品；零售：卷烟、雪茄烟；酒。会展、会议服务，物业管
理，家政、清洁服务，代理广告，酒店管理，商贸信息咨询；足浴、棋牌、
保健按摩、保健咨询；汽车租赁。

11.

广东绿色国际旅行社

主营：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具体按本企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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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旅游

证书经营）。兼营：汽车租赁；批发、零售：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
术品；旅游信息咨询服务，复印，打字，翻译，代售车、船、机票，代订
房，代租车辆，代订餐，代办印刷，代购商品；会展、场地出租，酒店管
理；代办会议。
广东省农垦农业开发公司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农业投资开发。

农业项目投资

13.

广东省农垦科技中心

主营：城市园林绿化，造林绿化（以上项目持有效资质证书经营）；植物
租摆、养护，花卉、绿化苗木的繁育、种植及销售，植物组织培养；农业
技术研究、开发；以上相关技术咨询。兼营：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的引
进、示范、推广，室内设计、装饰；清洁服务；仓储。

主营园林绿化，造林绿化；
植物租摆、养护，花卉、绿
化苗木的繁育、种植及销售，
物业租赁

14.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按本企业有效证书经营）。

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
其他印刷品印刷

广东省农垦汕头实业总公司

主营：农业生产资料（化肥、农药、种子除外），农业机械，普通机械，
电子产品，电话通信设备，公路运输设备（不含小轿车），建筑材料。[经
营范围内凡涉专项规定须持有效专批证件方可经营]
兼营：百货，工艺美术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农副产品（粮食及棉
花除外）。

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机械等

广东广垦畜牧有限公司

猪、家禽饲养。农牧种养技术研究、开发及信息咨询。销售：肥料、饲料。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 饲养生猪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17.

广东智富时代出版传媒有限
公司

国内外发行《致富时代》；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图书新
产品、新技术开发及转让；组织、策划文化交流活动、推广文化项目；网
络设计及开发；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工艺美术品，农副
产品。

18.

广东省广垦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土地资产经营与管理、项目投资。建筑工程设计、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水电安装、室内外装修、园林绿化，场地出租，房地产中介代理。

19.

广东省广垦粮油有限公司

粮食及油脂种植、加工、贸易、零售；企业管理，投资咨询，仓储；货物、 粮食及油脂种植、加工、贸

12.

15.

16.

5-1-8-32

国内外发行《致富时代》；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
内外广告

20.

广垦国际（柬埔寨）有限公
司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易、零售

投资与管理；热带农业种植加工；相关原料和设备的采购；天然橡胶、油
料、畜牧以及循环生态农产品的销售、进出口贸易；旅游业等。

投资与管理，热带农业种植
加工等

二、广东农垦（农垦总局）下属二级控股子公司

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广东省红星农场

主营：林木、橡胶、林木产品，兼营农副产品（不含鲜蛋、蚕茧、蚕丝）。 甘蔗、橡胶

2

广东省友好农场

主营：橡胶、原木、农副产品；兼营：茶叶加工（仅限下属经营）、机械
设备维修、木制品。

橡胶、木材、茶叶、农副产
品

3

广东省南华农场

橡胶、林木、热带经济作物种植，技术咨询。

橡胶、林木、热带经济作物
种植，技术咨询

4

广东省五一农场

主营：橡胶及制品、农副产品、原木、木制品、木炭；兼营：建材、化肥、 橡胶及制品、农副产品、原
农具、化工（不含化学危险品）、饲料、百货。
木

广东省华海糖业发展有限公
司

生产、销售：糖（白砂糖、赤砂糖）（有效期至 2016 年 8 月 22 日）、碎
粒板；加工、销售：茶叶（红茶、绿茶，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原木
及木炭、农机具、农畜产品（除烟叶、蚕茧、棉花、种子、种苗、种畜禽）、 生产、销售糖（白砂糖、赤砂糖）
木制品、百货、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除危险化学品）、金 碎粒板；加工、销售茶叶
属材料（除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配件、拖拉机零配件；农林业种植（不
含种子）。

5

5-1-8-33

6

广东省红江农场

柑橙，甘蔗，水果，剑麻种植、销售。

柑橙，甘蔗，水果，剑麻种
植、销售

7

广东省黎明农场

农业、林业种植。

农业、林业

8

广东省红湖农场

主营：橡胶、柑橙；兼营：陶瓷，建材，水果及农副产品加工。淡水养殖，
水果、养殖
家禽、家畜养殖。

9

广东长山农场

橡胶、水果、甘蔗、林木的种植及销售；剑麻、茶叶的种植、加工（其中加 橡胶、水果、甘蔗、林木的种
工项目由其分支机构经营）；牲畜的饲养及销售；农作物的种植及销售；农 植及销售；剑麻、茶叶的种植、
副产品收购（除烟叶、棉花、蚕茧外）。
加工

10

广东省东升农场

农、林、牧、渔、种养。

湛江农垦金星农场

农业种植及林业种植（以上两项不含种子生产经营）；销售：原木、木制
农业种植及林业种植；销售：
品、木炭，农畜产品（除烟叶、蚕茧、粮食、棉花、种子、种苗、种禽畜），
原木、木制品、木炭，农畜
剑麻纤维及制品。（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
产品，剑麻纤维及制品
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12

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
司

制糖业及糖加工业、甘蔗、菠萝、林木种籽、树苗的种植、销售，动物饲
料、放牧，碎粒板的加工、销售，农副产品收购（除烟叶、棉花、蚕茧外），
公路运输，日用百货、针织品、五金、其他副食品、纺织品、电子产品、
生产机制糖、菠萝罐头、甘
塑料制品的批发、零售，化肥、农药的零售，加工销售乳胶、标胶、胶布
蔗、菠萝种植、销售
鞋、纤维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钢材。电力销售，机械修配，饮食、旅游
服务；生产各种规格的菠萝、玉米及其他食品罐头；各种水果浓缩汁及原
浆（限下属机构经营）。

13

广东省火炬农场

主营：生产、种植橡胶、剑麻、甘蔗、菠萝、林木。兼营：砖（限下属机
构经营）、机械设备维修、电力业务（按许可类别经营，有效期 至 2012
年 7 月 7 日）。

14

广东省幸福农场

主营：杂类农作物种植，动物饲养，橡胶制品制造，饲料制造，锯材加工，
甘蔗、剑麻、橡胶生产
无机化学品制造，拖拉机及其配件制造（限下属机构经营）。兼营：机械

11

农、林、牧、鱼、种养

5-1-8-34

生产、种植橡胶、剑麻、甘
蔗、菠萝、林木

零配件、机械小汽车出租、货运（限下属机构经营）。

15

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
司

种植：农、林；购销：糖、纸及纸制品、纤维制品、橡胶制品、建筑材料、
百货、日杂、五金交电、化肥（限于零售）、农膜、仪表仪器、金属材料
糖蔗、木薯、农副产品；白
（不含贵金属）、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及卫星通信接收
砂糖等
设备）、化学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涉及前置审批的，凭
许可证经营）。

16

广东省湖光农场

农业、林业的种植及农产品销售；鲜活水产品销售；淡水水域、滩涂养殖
（有效期至 2014 年 7 月 28 日）（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
的种植、养殖及其产品销售

广东省织篢农场

主营：种植橡胶、林木、水果、茶叶、木材、胡椒产品；农药（不含危险
化学品）、直供化肥、农具、建筑材料。兼营：生猪购销、渔、畜产品，
五金，百货，饲料，汽车零配件零售。

种植橡胶、林木、水果、茶
叶、木材、胡椒产品

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制糖业投资、管理；甘蔗、橡胶、菠萝、茶叶的种植、销售；销售：蔗渣、
甘蔗糖蜜、其他制糖产品；预包装食品（食糖，糖果蜜饯，罐头、烹调佐
甘蔗制糖
料，茶——不包含茶饮料）批发（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 6 日）；（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广东广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化肥、农药（不含杀鼠剂及危险化学品）、农膜（以上两项限于农
垦系统内经营），农畜产品（除烟叶、蚕茧、种子、种苗），肉、禽、牲
畜、果品、蔬菜（以上五项仅限食用农产品），饲料，蔗渣，桔水，制糖
机械，金属材料，矿产品（除钨、锑、锡、离子型稀土矿），五金交电，
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橡胶及制品；甘蔗收购；预包装食品兼散装
食品（食糖，食用油，干果，坚果，蛋及蛋类制品，面粉，米面制品，豆
制品，糖果蜜饯，冷冻饮品，罐头，烹调佐料，腌制品，非酒精饮料，茶
—不包含茶饮料，咖啡，可可）、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

17

18

19

5-1-8-35

销售化肥、农药、农膜、食
糖等

零售（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 6 日）；货物运输代理（除水路货运服务）；
仓储（除化学危险品及危险废物的仓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农资招标
代理。

20

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糖业销
售有限公司

批发（有效期至 2017 年 4 月 10 日）：预包装食品（糖果蜜饯、罐头、食
糖、非酒精饮料、茶—不包含茶饮料）；制糖技术咨询，食糖技术咨询； 销售食糖
甘蔗收购。

21

广东省湛江农垦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土木工程建筑，房地产开发，建筑设计（以上项目由属下企业经营）。装
饰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水井钻
探施工；销售：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钢材。

土木工程建筑房地产开发，
建筑设计等

22

广东省湛江农垦实业集团公
司

销售：包装印刷材料，农业生产资料（化肥，农药，农膜限于供应本系统
企业）；自有房屋出租。

自有房屋出租

23

湛江华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瓦楞纸板、纸箱及有关包装制品、纸类制品。

销售瓦楞纸板、纸箱及有关
包装制品、纸类制品

24

广东省湛江农垦物资集团有
限公司

批发煤炭；销售：农业生产资料(化肥、农药限于供农垦系统自用)、汽车
配件；自有房屋出租；仓储（除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的仓储）。

批发煤炭、自有房屋出租

25

广东省湛江青旅集团有限公
司

企业总部管理，自有物业租赁。

企业总部管理，自有物业租
赁

26

广东省湛江农垦畜牧有限公
司

饲养（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畜牧及产品；收购：饲料；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

生猪饲养及销售

27

湛江碧丽华模压木制品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模压刨花板及制品，组装件（涉及前置审批的，凭许可证经
营）。

生产、销售：模压刨花板及
制品

5-1-8-36

广东省湛江农垦廉江糖业发
展有限公司

批发兼零售（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 21 日止）：预包装食品（白沙糖）。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白砂糖销售

广东省东方剑麻集团有限公
司

农业、林业种植，加工草、麻制品及配套产品（上述项目涉及前置审批的，
由经批准的下属单位经营）；销售农业机械、电子产品（除无线电发射设
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金属材料、电器机械及
器材、建筑材料、百货、陶瓷、日用杂品；调拨、销售剑麻纤维及制品；
收购、销售：农副产品（除烟叶、蚕茧、粮食、棉花、种子、种苗、种禽
畜）；自营和代理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
经营）。

农业、林业种植。加工销售
农业机械、调拨、销售剑麻
纤维及制品；收购、销售农
副产品；自营和代理货物与
技术的进出口

30

广东省湛江农垦第一机械厂

主营：通用设备（除特种设备）制造，安装；制冷、空调设备安装，汽车
配件制造，橡胶制品制造及翻新、黑色金属及有色金属（除危险化学品）
加工、铸造；轧钢；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化工、木材、非金
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食品、饮料、烟草及饮料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农、
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模具设计、制造；环
保专用设备生产、销售。（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兼营：销售金属材料（除
危险化学品），塑料容器，金属包装容器，五金，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
品），电器机械及器材，造纸专用设备配件，塑料制品（不含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橡胶及制品，汽车（除品牌汽车），剑麻制品，机
械设备防腐、保湿。

主营业务：热带作物机械产
品的设计、制造、安装、销
售、服务，包括制胶机械产
品、制糖机械产品、农机产
品；酒精生产线；钢铁铸造；
环保专用设备生产；橡胶制
品；物业管理

31

广东省国营绿洲水泥厂

销售：水泥及其它建筑材料（除实心粘砖）、五金、水电器材；农业项目
投资，场地租赁。

销售：水泥及其它建筑材料、
租赁等

28

29

5-1-8-37

32

湛江农垦第二机械厂

主营：热作机械（橡胶工业专用设备、乳胶手套线生产、剑麻纤维、菠萝、 热作机械、农机、绳缆机械
茶叶、咖啡、木材（用于包装）、植保、糖机机械），农机、绳缆机械修 修理；金属门窗、家具、绳
理、金属门窗、家具。兼营：建筑材料、五金配件、日用百货销售。
缆生产销售

33

广东省廉江市绿洲机械厂

铝材加工销售。

铝材加工销售

34

广东省粤西农垦设计室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按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经营）。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

35

广东省湛江农垦局通讯总站

电话总机微波和特高频道通信工程的安装、维修；销售：通讯设备及器材
（不含无线电发射及卫星通讯接收设备）；在农垦代维小区范围内从事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的固定电话及宽带业务的市场推广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代办电信业务

36

广东省建设农场

橡胶生产、水果种植、甘蔗种植、粮食作物种植。

橡胶生产、水果种植、甘蔗
种植、粮食作物种植

37

广东省红峰农场

主营：天然橡胶、胡椒、橙柑。兼营：建筑材料销售。

天然橡胶、胡椒、柑橙

38

广东省和平农场

天然橡胶种植、果类种植、茶桑种植、林木种植

天然橡胶种植、果类种植、
林木种植

39

广东省红阳农场

天然橡胶种植、果类种植、茶种植。

天然橡胶种植、果类种植

40

广东省新华农场

种植、加工、批发、零售：天然橡胶、茶青、水果、林木粮食作物种植、
畜禽。

天然橡胶、茶青等作物种植、
畜禽

41

广东省新时代农场

主营：天然橡胶种植、茶桑种植、果树种植、茶叶、水果经济作物种植。
兼营：生猪养殖销售（限下属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天然橡胶种植、生猪养殖销
售

42

广东省团结农场

橡胶产品及制品。

种植、生产、销售橡胶产品
及制品

43

广东省胜利农场

主营：天然橡胶、农作物、乳胶制品。兼营：普通货运。

种植、销售天然橡胶

5-1-8-38

44

广东省火星农场

主营：天然橡胶。兼营：果蔬。

45

广东省红旗农场

橡胶、水果、粮食种植，加工乳胶、橡胶制品，牲畜饲养，淡水动物养殖。
橡胶、水果、油茶种植
销售：建材。

46

广东省曙光农场

谷物、水果、香料作物、饮料作物种植及销售；林木种植；销售：橡胶。

天然橡胶、水果种植

47

广东省水丰农场

主营：天然橡胶、橡胶种苗种植销售、林木果类、胡椒种植、销售；淡水
鱼养殖。兼营：橡胶销售。

种植、销售天然橡胶、水果

48

广东农垦热带作物科学研究
所

橡胶、茶叶、热带水果的引进鉴定，生产技术和植物组培。

橡胶、热带水果的引进鉴定，
生产技术和植物组培

49

广东省茂名农垦机械厂

第一类压力容器制造；第二类低、中容器制造，容器制造（不含压力容器）， 第一类压力容器制造，第二
电气仪表及管线安装。
类低、中容器制造

50

茂名农垦橡胶有限公司

销售：橡胶产品、橡胶制品、钢材、农副产品。

销售橡胶产品、橡胶制品、
钢材、农副产品

51

广东中辰泛华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

新型建筑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建筑材料。生产建
材玉晶石。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
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
原辅材料等商品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按[2001]粤外经贸发登字第 053 号文
经营）。

销售建筑材料，生产建材玉
晶石

52

茂名市名富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

橡胶业投资；房地产置业投资；物业管理；普通货物仓储。

房地产置业投资；物业管理

53

广东省三叶农场

天然橡胶（标准胶、浓缩胶乳、胶清片、白绉片）、林木、水果、甘蔗、
砂仁、农作物种植。

天然橡胶、林木、水果、甘
蔗、砂仁、其他农作种植和
禽畜养殖

54

广东省红五月农场

天然橡胶、水果。

天然橡胶、水果

55

广东省红十月农场

橡胶制品、橡胶、白棕绳、茶树种植、塑料原料、甘蔗种植、鱼塘养殖。

橡胶、白棕绳、茶叶种植、
甘蔗种植、鱼塘养殖

5-1-8-39

种植、销售天然橡胶

56

广东省鸡山农场

主营：橡胶、剑麻、胡椒、甘蔗、木材、水果种植；机砖。
兼营：钢材、水泥、五金交电、百货。

橡胶、剑麻、胡椒、甘蔗、
木材、水果种植

57

广东省平岗农场

农、林、牧、渔（种植、养殖）、百货、五金交电、机械制品。

农、林、牧、渔种植、养殖

58

阳江市粤垦华发有限公司

销售：橡胶、建筑材料、汽车零件、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
爆物品）、钢材、不锈钢板材、日用品、农产品（不含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橡胶、农机、化肥
塑料制品、化肥、农机。

59

阳江市粤垦恒星实业有限公
司

销售：金属材料（不含国家专营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
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百货、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纺织品、日用品、 农产品
橡胶、饲料、摩托车及零配件。

60

深圳市美的家私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制造、加工、销售家具、木器室内外装修、装饰（生产场地营业执照另行
申报）。

木器室内外装修、装饰

61

深圳市美地农牧产品有限公
司

初级农产品、水产品、生猪的经销、国内贸易（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投资兴办种养殖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

生猪经销等

62

阳西县广垦绿园肥业有限公
司

生产、销售：有机肥、生物有机肥、有机无机复混肥。

生产、销售有机肥和生物有
机肥

63

广东省国营三马水泥厂

生产、销售：通用水泥 52.5R（粉磨站）；租赁本企业内房屋建筑物、机 生产、销售：通用水泥、租
械设备及场地。
赁等

64

普宁市大坪农场

橡胶，茶，果树，谷物；植树造林。（涉及前置审批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

水果、橡胶

65

普宁大池农场

橡胶，茶，果树，谷物；植树造林。（涉及前置审批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

水果、橡胶

66

普宁市马鞍山农场

橡胶，茶，果树，谷物；植树造林。（涉及前置审批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

水果、橡胶

67

广东省葵潭农场

果林种养。

水果、剑麻

5-1-8-40

68

广东省东埔农场

果林种养。

水果、剑麻

69

揭阳市卅岭农场

橡胶、茶叶、果树及其产品的种植及粗加工；粮食、油料作物种植；橡胶
制品销售。

水果、橡胶

广东省铜锣湖农场

农业、林业、动物饲养放牧业、渔业、园艺植物培植及中药材种植业、水
力发电生产及销售（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农业、林业、动物饲养牧业、
渔业

广东省梅陇农场

主营：谷物、薯类、蔬菜、水果种植、销售；水产品养殖、销售。
兼营：种子、饲料零售；粮食加工、销售；白酒、黄酒制造、销售（限分
支机构经营）。

谷物、薯类、蔬菜、水果种
植销售、水产品养殖销售

72

广东省大安农场

农业、林业、动物饲养放牧业、海、淡水动物养殖、园艺植物培植及中药
材种植业（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农业、林业、动物饲养放牧
业、园艺植物培植及中药材
种植业

73

陆丰市广垦畜牧有限公司

生猪饲养、生产、销售（按许可证期限经营）。

生猪饲养、生产、销售

70

71

74

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
司

天然橡胶种子、种苗生产（由分支机构经营）；天然橡胶种植、生产、初
加工；天然橡胶初加工产品销售；农业技术开发；项目投资、投资管理。

天然橡胶种子、种苗生产；
天然橡胶种植、生产、初加
工；天然橡胶初加工产品销
售；农业技术开发；项目投
资、投资管理

75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以自有资金进行实业投资（法律法规允许的行业、项目），项目管理，投
资咨询（不含期货和证券），财务顾问，物业租赁。

实业投资、物业租赁

76

广东广垦水产发展有限公司

水产品种苗生产及销售；渔类基础设施改造及开发；水产品养殖、检验、
检测及技术服务。

水产品种苗生产及销售

5-1-8-41

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批发、零售农药、化肥、农膜(持
证经营)；场地出租(限于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138-142 号首层，天河区广
汕一路 680 号大院自编 1 号楼、自编 2 号楼、自编 3 号楼，天河区东圃镇
吉山危险品仓库南侧自编珠吉路 1008 号至之 A 大院 1 号楼、2 号楼、3 号
楼，化学危险品仓储除外）；仓储，停车场经营。

仓储服务、物业租赁、停车
场经营

广州广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房地产中介服务；建筑物电力系统安
装；室内装饰、设计；园林绿化工程服务。

物业管理，场地租赁，房地
产中介服务，建筑物电力系
统安装，室内装饰、设计，
园林绿化工程服务

79

广东省农垦集团进出口有限
公司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
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开展对销和转口贸易；农药、化肥、农膜批发和零售；危险化学品
的批发；医疗器械（具体按本公司粤 014125 号许可证书经营）；批发：预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包装食品（不含酒精饮料，不含乳制品）、散装食品（不含现场制售）以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上项目具体按本公司有效许证经营）；销售：工业生产资料（不含小轿车），
外等
建筑材料，普通机械，化工产品，五金、交电，计算机及配件，百货，针、
纺织品，工艺美术品，农副产品（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教学仪器设备，
工控仪器设备，农用机械设备，实验室家具及空气净化设备；收购和销售
水产品；机械设备安装与调试；上述相关行业的技术服务和咨询。

80

北京市赛达福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出租汽车客运。一般经营项目：无。

81

深圳市广垦六联实业有限公
司

农牧业，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承接三来一补业务；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物业租赁（不含限制项目）； 物业租赁及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凭《物业管理资质证书》经营）。

82

深圳市广垦宇联实业有限公
司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国家专卖、
实业投资
专营、专控商品）。

77

78

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

5-1-8-42

出租汽车客运

83

84

深圳市广垦嘉联实业有限公
司

广州兴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

实业投资

农业技术研究、技术咨询、开发；农作物技术推广；农产品推广、销售；
种植、繁育、销售苗木。

农业技术研究、技术咨询、
开发；农作物技术推广；农
产品推广、销售；种植、繁
育、销售苗木
生态农业技术研究、咨询；
园林景观施工；销售：绿化
苗木、花卉；盆栽租赁、绿
化养护；生态农业旅游景点
开发；农产品收购、销售

85

广州广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态农业技术研究、咨询；园林景观施工（持有效资质证经营）；销售：
绿化苗木、花卉；盆栽租赁、绿化养护；生态农业旅游景点开发；农产品
（非国家专控产品）收购、销售。

86

广州市科泉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物业管理及信息咨询服务，园林绿化，室内装修，家政服务（不含职介），
清洁服务，物业租赁（限天河区燕都路 62、64、66、68 号）；停车场经营
（仅限广州市天河区燕都路绿佳花园停车场）（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项目及有效期限内从事经营）。

物业管理及信息咨询服务，
园林绿化，室内装修，家政
服务，清洁服务，物业租赁；
停车场经营

广东省时代文化发展公司

主营：图书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及转让；文化交流活动的组织、策划（不
含许可经营项目）；平面设计与制作；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
类广告；工艺、美术品销售。兼营：文化信息咨询服务，室内装饰，零售：
百货，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数字化教学产品。

平面设计与制作；工艺、美
术品销售；文化信息咨询服
务，室内装饰，零售：百货，
五金、交电

88

广东省粤东农垦大厦

主营：住宿（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26 日，消防安全检查合格
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3 月 27 日，特种行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23
日）。

接待国内、境内旅客

89

广东省粤东农垦供销公司

主营：五金，机械、电器设备，金属材料，橡胶及其制品，建筑材料。兼
营：高分子复合物。

五金，机械、电器设备等

90

广东省粤东农垦开发贸易公
司

主营：饲料；投资开发垦区生产基地。兼营：农、林、牧、渔机械，普通
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仪器仪表，百货，工艺美

饲料等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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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
91

汕头市强力橡胶厂

主营：橡胶制品制造、加工。兼营：塑料品制造。

橡胶制品制造、加工

92

汕头经济特区亨业服务公司

主营：旅店（接待国内旅客）（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2 年 11 月 1 日，
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有效期至 2012 年 8 月 30 日））。兼营：五金、交电、 接待国内旅客
百货、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农业机械。

93

广州市粤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经营）。销售：建筑材
料、建筑装饰材料。

房地产开发

94

惠来广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生猪饲养、销售（有效期限至 2015 年 3 月 1 日）；畜牧养殖技术服务。

生猪饲养、销售

95

阳江广垦畜牧有限公司

饲养销售生猪、家禽（饲养项目另设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土特产、五
金交电、百货、日杂。

饲养销售生猪、家禽

96

茂名农垦畜牧有限公司

林木、果树种植；生猪、三鸟养殖、有机肥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农
牧种养技术研究开发及信息咨询。

林木、果树种植；生猪饲养

97

广东省国营海鸥农场畜牧公
司

主营：猪、狗熊饲养、销售、批发、零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兼营：饲料批发、零售。

生猪养殖

98

广东省幸福实业总公司粮食
畜牧公司

生猪饲养，生猪屠宰（限于属下机构经营），猪肉批发、零售，粮油（限
于零售），副食，饲料批发、零售。

饲养生猪
热带作物、花木、果林的种
植、销售、技术研发、技术
咨询服务

99

阳江农垦科学研究所

热带作物、花木、果林的种植、销售、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服务。

100

茂名燕岭绿湖湾酒店有限公
司

住宿；中餐类制售（不含凉菜、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商贸信息咨询，
住宿；中餐类制售等
会议会展；洗衣；打字，翻译；卷烟零售。

101

阳江市粤垦恒利贸易有限公
司

销售：橡胶、建筑材料、汽车零件、化工原料、钢材、不锈钢板材、日用
品、农产品、塑料制品、农机（以上项目不含易燃易爆物品和危险化学品）； 销售橡胶、建材、化肥
零售：化肥。

5-1-8-44

102

东莞市广垦农产品有限公司

销售：生猪、肉牛、活羊。

销售：生猪、肉牛、活羊

103

广东省湛江农垦畜牧有限公
司

饲养（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畜牧及产品；收购：饲料；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

饲养、销售畜牧及产品

104

广州市智汇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租赁。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租
赁

105

湛江燕岭翠园饭店有限公司

旅业、餐饮业项目筹建。
（筹建期间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有效期至 2014
年 11 月 1 日）

旅业、餐饮业项目筹建

106

茂名市广垦英伟饲料有限公
司

饲料销售。

饲料销售

107

广东广垦油茶有限公司

油茶种植培育与推广、油茶种苗销售、高产油茶林种植、油茶系列产品研
发。

油茶种植

三、广东农垦（农垦总局）下属三级控股子公司
序
号

1

2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广东省湛江农垦财务发展公
司

主营：财务咨询，理财与投资咨询，金融顾问及引资服务，融资信息咨询、
为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供咨询，为客户建账与企划，
咨询业务
为客户提供投资项目与投资谈判服务，财会技术开发及培训。兼营：经营
工业生产资料（不含汽车和航空器），农业生产资料（不含化肥、农药）。

湛江肯富置业有限公司

投资兴办实业；自有物业出租与管理；销售：五金交电、百货、日杂（除
烟花、爆竹）、普通机械（除锅炉）、电器机械、橡胶及制品、剑麻制品、
实业投资、自有物业出租与管
农畜产品（除烟叶、蚕茧、棉花、种子、种苗、种禽畜）、化工产品及原
理
料（除化学危险品）；批发（有效期至 2016 年 5 月 23 日）：预包装食品
（白糖）。

5-1-8-45

3

湛江市垦泰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物业服务，设备维修，物业租赁，绿化工程。

物业服务，设备维修，物业
租赁，绿化工程

4

湛江市经济开发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信息咨询（除证券和期货投资咨询、认证咨询及其它涉及前置审批和专营
专控的咨询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销售：农业生产资料（除
农膜、农药）、农畜产品（除烟叶、蚕茧、种子、种苗、种禽畜）。

信息咨询，销售农业生产资
料、农畜产品

5

广东省湛江农垦热带林木产
品公司

主营：调拨、批发：原木、锯材、木炭。兼营：农副产品（除蚕茧、烟叶，
原木、锯材、木炭
粮食限于零售）。

6

湛江市金丰糖业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蔗糖、蔗渣、桔水、滤泥。发电类。（有效期至 2028 年 11
月 10 日止）

甘蔗制糖

7

广西合浦县伟恒糖业有限公
司

生产、销售：白砂糖（按有效许可证生产经营至 2014 年 4 月 11 日止）、
桔水（非食用）、蔗渣。

甘蔗制糖

8

广西博白县伟恒糖业有限公
司

白砂糖、赤砂糖的生产、销售；农副产品、五金交电、橡胶、机械配件的
销售。

甘蔗制糖

9

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
司复肥厂

生产销售生物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料、有机肥料（以上经营项目在许可
经营期限内内经营）。

生产、销售复合微生物肥料

10

广东徐闻三和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酒精；药用辅料（乙醇）、零售桔水、金属材料（不含有色金
属）、五金、交电、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建材、塑料制品、日用百
货、家用电器、农副产品、水产品、纸制品。

生产销售酒精

11

雷州市信通糖业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食糖；销售桔水、蔗渣、人造碎粒板；农副产品加工（除棉花、
甘蔗制糖
烟叶、茧蚕）；生产、销售食用酒精。

12

阳春市糖业有限公司

生产、加工、批发、零售：原糖、食糖；余热发电；轻工业品、工艺品、
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矿产品、饲料、农副产品（除烟叶、蚕茧、棉花、 甘蔗制糖
粮食）、桔水、酒精购销；蔗渣、碎粒板生产购销；商贸购销。

13

广东广垦农机服务有限公司

农机作业服务；农机技术咨询培训；机电产品、农机具及零配件购销；农

5-1-8-46

农机作业服务；农机技术咨

业基础工程设施建设。

询培训

湛江华资农垦糖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生产、销售：糖（限分支机构经营），书写纸；经营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和
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进出口业务；开展本企业对外合作生产和补偿贸易业务；机械制造和安
装。（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白砂糖及糖制品等

广东省湛江农垦农业生产资
料有限公司

销售：化肥、农药（不含杀鼠剂及危险化学品）、农膜（以上两项限于农
垦系统内经营），农畜产品（除烟叶、蚕茧、粮食、棉花、种子、种苗），
饲料，农业及制糖机械，制糖加工原料（涉及前置审批、专营专控及法律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橡胶及
销售化肥、农药、农膜、食
制品、矿产品（除钨、锑、锡、离子型稀土矿），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
糖等等
危险化学品），麻制品，蔗渣，桔水（除危险废物）；预包装兼散装食品
（食糖、糖果蜜饯、非酒精饮料）批发兼零售（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 6
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农资
招标代理。

16

湛江农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货运代理（其中国际快递服务不含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仓
储（除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的仓储）；批发兼零售（有效期至 2017 年 7
月 24 日）；预包装食品（糖果蜜饯、罐头，食糖，非酒精饮料）；销售：
化肥、农畜产品（除烟叶、蚕茧、种子、种苗、种禽畜）、饲料、纸、百 销售化肥、农药、农膜、食
货、五金交电、制糖和农业机械、金属材料、钢材、建筑材料（除危险化 糖等等
学品）、矿产品（除钨、锑、锡、离子型稀土矿）、化工产品（除危险化
学品）、橡胶及制品；建设项目投资及管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饲料、农资和制糖辅助材料招标代理。

17

广东省湛江农垦驰丰贸易有
限公司

销售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金属材料（除金、银）、建筑材料、电
器机械及器材、农副产品（除蚕茧、烟叶、粮食限于零售）、农业生产资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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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农副产品等

料（除化肥、农药、农膜）、五金、交电、百货；白沙糖销售。

18

广东广垦东方剑麻股份有限
公司

农业、林业种植（除种子种苗繁育），加工草、麻制品及配套产品（上述
项目涉及前置审批的，由经批准的下属单位经营）；销售：化肥、机械设
备、电子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化学危
险品）、金属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百货、
陶瓷、日用杂品；调拨、销售剑麻纤维及制品；购销：农畜产品（除烟叶、
蚕茧、粮食、棉花、种子、种苗、种禽畜）；货物与技术进出口。

19

湛江市东方剑麻制品有限公
司

收购和销售剑麻纤维、黄麻纤维；生产和销售剑麻制品、黄麻制品、尼龙
绳；销售木制品、天然橡胶及其制品。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进出口和技术
进出口。

收购、销售剑麻纤维；生产
和销售剑麻制品、自营和代
理货物进出品

20

湛江市东升剑麻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生产和销售剑麻、黄麻系列产品及抛磨材料产品；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除
烟叶、蚕茧、粮食、棉花）、剑麻纤维、黄麻纤维；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

生产和销售剑麻系列产品；
收购和销售剑麻纤维；货物
进出口

21

湛江农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

广东广垦机械有限公司

生产：普通机械设备、冷冻机械设备，桶罐容器（除压力容器）、电器机
械及器材，造纸机械配件，塑料制品（不含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
物袋），橡胶制品，剑麻制品；有色金属件铸造、模具设计；销售：金属 热带作物机械产品的设计、
材料，五金、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除化学危险品）， 制造、安装、销售、服务
橡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广东收获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各种规格的菠萝、玉米及其他食品罐头；菠萝、西番莲等各种水果浓缩汁；
芒果、香蕉、木瓜、番石榴等各种原浆；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 生产各种菠萝罐头、水果浓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缩汁及销售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农副产品收购（除烟叶、糖、粮食、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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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林业种植，加工草、
麻制品及配套产品；销售：
机械设备、金属材料、电器
机械及器材；调拨、销售剑
麻纤维及制品；购销：农畜
产品货物与技术进出口

棉花、蚕茧外）。

24

徐闻县恒丰糖业有限公司

自有物业租赁。

自有物业租赁

25

广东半岛糖业有限公司

销售：白砂糖、赤砂糖。

销售白砂糖、赤砂糖

26

雷州市丰收水电站有限公司

水力发电及销售(有效期至 2016 年 01 月 11 日)。

水力发电及销售

27

湛江市泰丰置业有限公司

投资兴办实业；自有物业出租与管理；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
经营，涉及前置审批及专营专控商品、项目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投资兴办实业；自有物业出
租与管理；国内贸易

28

广东省火炬农场供销公司

化肥（限场内经营）。

化肥（限场内经营）

29

广东省黎明农场养殖有限公
司

生猪养殖、销售；水产养殖、销售；饲料购销。

生猪饲养及销售

30

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
司前进畜牧公司

销售：畜牧饲养、饲料。

生猪饲养及销售

31

湛江广垦沃而多原种猪有限
公司

饲养杜洛克、大白、长白原种猪；销售：杜洛克、大白、长白纯种猪及猪
精液，大长、长大杂交种母猪（以上项目有效期均至 2016 年 1 月 15 日）； 原种猪饲养及销售
提供畜牧器材、猪场设计、饲料添加剂、疫病控制的技术咨询服务。

32

广东省湛江农垦物资集团橡
塑制品厂

主营：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兼营：销售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

33

湛江市翠园饭店

主营：酒店管理、自有物业租赁。（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兼营：旅业（有效 酒店管理、自有物业租赁、
期至 2011 年 9 月 7 日），（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 旅业等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34

广东省湛江市新园大厦

物业租赁。

物业租赁

35

广东省湛江农垦局赤坎招待

物业租赁（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证

物业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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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销售
化工原料

所

后经营）。

36

湛江市银都康乐城

物业租赁。

37

湛江市翠园饭店出租小汽车
有限公司

出租客运（有效期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
出租客运
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38

广东省建设农场畜牧公司

主营：生猪、畜禽。兼营：生猪屠宰（限下属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生猪、畜禽
饲料、五金交电、百货、日杂。

39

广东省新华农场茶叶公司

茶叶。

生产、加工、购销茶叶

40

高州市鸿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资质证经营）；销售：建筑材料。

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建
筑材料

41

广东省阳春市三叶安全皮鞋
厂

安全皮鞋、人造皮鞋、布鞋。

安全皮鞋、人造皮鞋、布鞋

42

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销售有
限公司

橡胶制品批发；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
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 批发天然橡胶产品等
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收购农副产品。

43

广东广垦电子商务交易有限
公司

网上提供热带农副产品交易的服务（不含期货），商贸信息咨询；国内贸
易（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销售的商品除外）；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
开发、系统集成。

网上提供天然橡胶产品及大
宗农副产品贸易信息

44

海南琼海广垦橡胶有限公司

天然橡胶种植、生产、原料收购、加工、销售、科研及技术开发。

天然橡胶收购、加工、贸易、
销售

45

海南临高广垦橡胶有限公司

橡胶产品收购、加工、销售，农副产品

天然橡胶收购、加工、贸易、
销售

46

云南广垦橡胶有限公司

橡胶种植、生产、原料收购、加工（限分支经营），橡胶产品销售，农业
技术开发、项目投资及管理。

天然橡胶收购、加工、贸易、
销售

47

茂名市广垦名富果业有限公
司

水果种植；农业技术开发及其推广、天然橡胶种苗、水果种苗。

水果种植；农业技术开发推
广、橡胶种苗、水果种苗

物业租赁

5-1-8-50

48

揭阳市广垦橡胶种植有限公
司

橡胶种植；农业技术开发和服务推广（以上项目涉及需许可的应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

橡胶种植、农业技术开发

49

汕尾市广垦橡胶基地有限公
司

橡胶种植、生产及销售；农业技术开发；农业旅游观光服务。

橡胶种植、农业技术开发

50

泰国广垦橡胶(沙墩)有限公
司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51

泰国广垦橡胶（董里）有限
公司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52

泰国广垦橡胶（湄公河）有
限公司

橡胶的收购、加工、研发及销售。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53

泰国广垦橡胶（帕侬）有限
公司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54

泰国广垦橡胶（春蓬）有限
公司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55

马来西亚广垦橡胶（砂捞越）
橡胶种植、管理、采割及销售。
有限公司

橡胶种植、管理、采割及销
售

56

马来西亚广垦橡胶（婆联）
有限公司

橡胶种植、管理、采割及销售。

橡胶种植、管理、采割及销
售

57

印尼广垦橡胶（坤甸）有限
公司

橡胶种植、管理、采割及销售。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58

广垦橡胶（新加坡）有限公
司

橡胶产品的全球销售；全球橡胶的离岸贸易；相关原料和设备采购。

批发、零售天然橡胶产品

广州燕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
动；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建筑物自来水系统安装服务；建筑物排水系统
安装服务；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
园林绿化工程服务；景观和绿地设施工程施工；室内装饰、设计；健身服

房地产开发经营

59

5-1-8-51

务；台球服务；棋牌服务；社区、街心公园、公园等运动场所的管理服务；
游泳馆。
广东龙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国内贸易（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销售的商品除外）。场地、物业租赁。旅
业、饮食、沐足、棋牌、复印（由下属燕塘酒店经营）。

61

广东燕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具体按本公司有效证书经营）；室内装修；房地产信息咨询，
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代理；园艺绿化服务；家务服务；自有场地出租； 物业管理
停车场经营（持本公司有效许可证书经营）。

62

广州市燕塘农贸市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市场经营管理、摊位出租。

场地出租

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物业租赁，房地产经纪，室内装饰，物业清洁服务；提供与物
业管理、房地产经纪相关的咨询服务；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
不得经营，国家专营专控商品持有效的批准文件经营）；停车场经营（由
分支机构经营）。

物业管理，物业租赁，房地
产经纪

64

广东广垦隆康置业投资公司

主营：项目投资及管理；物业租赁、管理（持有效资质证书经营）；场地
出租；厂房出租；餐饮服务管理。
兼营：房地产信息咨询及中介服务；资产托管的策划及咨询服务；为企业
资产重组及项目投资提供策划及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物业租赁

65

兴安县广垦松香加工有限公
司

林化产品（松脂、松香、松节油）收购、加工、销售。

林化产品（松脂、松香、松
节油）收购、加工、销售

66

湛江育人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钢木家具、不锈钢制品、五金杂件；五金喷涂。

生产、销售：钢木家具

67

普洱林源树脂有限责任公司

林化产品（松脂、松香、松节油）收购、加工、销售。

林化产品（松脂、松香、松
节油）收购、加工、销售

68

罗定市扶合进龙林产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松节油（33638）（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一般
经营项目：收购：松香、松脂（仅限于在厂区内收购，用作生产原料）；
收购、销售：农产品（不含鲜茧、蚕茧、茧丝、棉花）。

松节油、松脂、松香的收购、
加工、销售

69

海南广垦橡胶有限公司

天然橡胶的种植、生产及销售，天然橡胶的技术开发；天然橡胶的种植、

橡胶的种植、生产及销售

60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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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租赁

生产、加工项目的投资及投资管理（凡需行政许可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70

广垦橡胶（湄公河）种苗有
限公司

——

橡胶种植

71

广垦橡胶（砂捞越）种植有
限公司

——

橡胶种植

72

广垦橡胶（砂捞越）种苗有
限公司

——

橡胶种植

73

广东华垦糖业发展有限公司

批发兼零售（有效期至 2015 年 10 月 22 日）：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糖
果蜜饯，烹调佐料，食糖）；销售：桔水、蔗渣、淀粉、饲料、橡胶及制
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矿产品（除钨、锑、锡、离子型稀土矿）、
金属材料、钢材、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制糖机械、农 糖的批发、销售
业机械；收购农副产品（除烟叶、蚕茧、粮食、棉花、种子、种苗、种禽
畜）；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货物运输代理，仓储（除危险化学品及
危险废物），制糖工艺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

74

阳春市众和房地产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房地产开发、销售。

房地产开发、销售

75

阳西红十月广垦畜牧有限公
司

生猪养殖；集约化科学养猪技术的咨询服务与推广。

生猪养殖等

76

阳东鸡山广垦畜牧有限公司

收购、销售生猪；销售五金交电、百货、日杂。

生猪饲养、销售

77

茂名市名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禽畜粪便混合有机肥的生产经营(涉及行政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禽畜粪便混合有机肥的生产

78

化州市茂垦畜牧种猪有限公
司

禽畜养殖。销售：饲料；养殖技术、良种技术推广及信息咨询。

生猪养殖

79

电白县广垦畜牧水丰养殖有
限公司

饲养、销售：生猪（按许可证有效期限经营）；销售：猪粪。

生猪养殖

80

化州市广垦畜牧建设有限公

生猪养殖；农牧种养技术研究开发及信息咨询。

生猪养殖

5-1-8-53

司
81

电白县广垦畜牧曙光养殖有
限公司

饲养、销售：生猪。（按许可证有效期限经营）。

生猪养殖

82

化州市广垦畜牧新时代有限
公司

生猪养殖销售。

生猪养殖

湛江农垦广顺节水科技有限
公司

节水技术推广及服务；生产、加工、销售：塑料软管、塑料管附件、塑料
制品（不含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购销：大棚覆盖膜及温
室设备、塑料废料、塑料原料；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外）、橡
胶及制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塑料制品机械、五金、交电、家具及办
公用具。

节水技术推广及服务

84

湛江市贸信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钢材、农畜产品（除烟叶、
蚕茧、种子、种苗、种禽畜）、五金交电、矿产品（除钨、锑、锡、离子
销售建材、金属材料、钢材
型稀土矿）、化肥、日用品、电子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机械设
等
备、纺织品、饲料、燃料油（闪点大于 61 摄氏度）、石油制品（除成品油）、
化工产品及沥青（除危险化学品）、煤炭。

85

湛江农垦种业有限公司

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
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86

湛江广垦广前种业有限公司

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

87

广垦橡胶（春丰）有限公司

批发、零售天然橡胶产品

批发、零售天然橡胶产品

88

湛江广垦东升畜牧有限公司

销售：畜牧及产品，收购：饲料并提供农业技术服务及咨询服务。

销售：畜牧及产品

89

化州市广垦锦丰畜牧有限公
司

生猪销售（外运）；销售饲料。

生猪、饲料销售

90

北京国信达福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

一般经营项目：汽车租赁。

汽车租赁

91

广西万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塞米松、倍他米松的原料药及甾体激素和药物中间体的生产和销售（按

地塞米松、倍他米松的原料

83

5-1-8-54

92

化州市广垦华新畜牧有限公
司

许可证核发的有效期限开展经营）。

药及甾体激素和药物中间体
的生产和销售

饲料销售。

饲料销售

四、广东农垦（农垦总局）下属四级控股子公司
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1

深圳市湛垦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

2

深圳市布吉合丰工贸有限公
司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国家专卖、
出租物业
专营、专控商品）。

3

湛江大丰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兴办实业；物业管理租赁；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涉
及前置审批和专营专控商品、项目除外。

投资兴办实业；物业管理租
赁；国内贸易

4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剑
麻制品厂

主营：剑麻地毯、水草地毯等其他麻制品的进出口业务。兼营：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信息服务。

剑麻地毯、水草地毯等其他麻
制品进出口业务

5

湛江农垦广农运输有限公司

普通货运运输服务。

普通货运运输服务

6

廉江市华南糖业有限公司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烹调佐料）（前置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07-22）；食用酒精生产和销售（有效期至 2017 年 2 月 24 日）；蔗
渣碎粒板生产和销售；生产、销售：药用辅料（乙醇）（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电力生产；商品贸易（不含国家专营专控商品）；农副
产品收购（除粮食、烟叶、蚕茧、棉花外）、加工；蔗渣、桔水销售。自
营及代理本企业进出口贸易，租赁：厂房、设备。

5-1-8-55

主营业务
出租物业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
食品等

7

广垦橡胶（泰国）销售有限公
批发、零售天然橡胶产品
司

8

青岛广垦橡胶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9
10
11
12
13

14

批发、零售天然橡胶产品

一般经营项目：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区内企业之间贸易及贸易项下加工
整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经济信息咨询。（以上范围
需经营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马来西亚广垦橡胶（沙捞越）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工业有限公司
广州紫钻房地产代理有限公
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
司

批发、零售天然橡胶产品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房地产中介代理

广州市燕禧贸易有限公司

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项目除外）；场地租赁。

东莞市隆康工贸公司

主营：主营办理外引内联企业的咨询、洽谈、签约及开办业务，物业出租。
兼营：批发、零售：针织品，纺织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日用杂品， 物业出租
计划外钢材。

东莞鼎丰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市隆佳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批发和零售贸易

产销：牛仔布色纱和漂染、整理牛仔布；物业出租。

物业出租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室内装饰；清洁服务。

房屋租赁
园林绿化工程、造林绿化工
程；植物租摆、养护；花卉、
绿化苗木的繁育、种植及销
售；植物组织培养
经营不再分包装的包装种子

15

茂名市广垦名富园林有限公
司

园林绿化工程，造林绿化工程（以上项目持有效资质证书经营）；植物租
摆、养护；花卉、绿化苗木的繁育、种植及销售；植物组织培养；农业技
术研究、开发；以及相关技术咨询；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示范、
推广；室内设计。

16

湛江广垦华海种业有限公司

经营不再分包装的包装种子（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准经营；从事许可经营
项目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17

湛江广垦丰收种业有限公司

经营不再分包装的包装种子（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
经营不再分包装的包装种子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18

广州市广橡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一般经营项目：林业产品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贸易
林业产品批发
咨询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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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19

佛山市南海粤垦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物业管理，物业租赁，停车服务，房地产经纪，室内装饰，物业清洁服务；
提供与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相关的咨询服务；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
物业管理，物业租赁
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
方可经营）。

五、广东农垦（农垦总局）实际控制的已停业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序号

公司名称

1.

广东南亚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一级）

10.

广东省燕塘企业总公司（一级）

2.

粤垦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一级）

11

广东省大日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

3.

广东隆利实业公司（一级）

12

广东燕塘兽药有限公司

4.

广东省农垦商业总公司（一级）

13

广东燕塘环力有限公司

5.

广东省农垦建设实业总公司（一级）

14

广东国营燕塘牛奶公司

6.

广东建达经济发展公司（一级）

15

广东省农垦华侨实业总公司

7.

广东省农垦机械化土石方工程公司（一级）

16

广东国营燕塘毛织厂

8.

广东省国营燕塘饲料厂

17

广东省农垦经济发展总公司（一级）

9.

广东省新时代农场建材工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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