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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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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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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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补充法
律意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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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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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补充法
律意见书（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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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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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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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报告期

指 2010 年、2011 年和 2012 年和 2013 年 1-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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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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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审
字[2013]第 0900632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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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专字[2013]第
0900632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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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专 字 [2013] 第
090063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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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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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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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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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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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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度、2011 年度及 2012 年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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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30 日，无
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截止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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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2011 年、2012 年和 2013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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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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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轻工
根据广东省工商局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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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广东农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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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4 月 10 日核发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粤核变通内字[2013]第 1300007689），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广东农垦的公司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 150,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99,426.0814 万元。
（三）张汉明
根据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发行人
自然人股东张汉明的住址发生了变更，其住址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
号华南理工大学南秀村 44 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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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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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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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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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及控股公司的经营范围
7.1

发行人和分公司的经营范围
因发行人经营范围中的部分经营项目需凭许可证经营，而相关许可证到期更

换的缘故，发行人已就其经营范围申请了变更。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000000065176），
发行人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乳制品：[液体乳（巴氏杀菌乳、调制
乳、灭菌乳、发酵乳）]（有效期至 2014 年 3 月 30 日），饮料（蛋白饮料类，有
效期至 2016 年 4 月 1 日）；生鲜乳收购（有效期至 2015 年 2 月 26 日），乳制品
生产技术服务，奶牛养殖，草类的种植及销售，有机肥的生产及销售。
7.2

子公司的经营范围
根据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440800000000219），湛江燕塘的经营范围变更为：生产、销售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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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发酵乳）]（有效期至 2014 年 3 月 29 日），饮
料（蛋白饮料类）（有效期至 2016 年 5 月 24 日）；收购鲜奶加工自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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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拥有的经营许可
发行人编号为 QS440106010355 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已经于 2013
年 4 月 1 日到期，发行人办理了续期手续。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查认定发行
人的饮料（蛋白饮料类）符合食品生产许可证发证条件，并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
向发行人重新颁发了编号为 QS440106010355 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16 年 4 月 1 日。
湛江燕塘编号为 QS440806010277 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已经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到期，湛江燕塘办理了续期手续。湛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查
认定湛江燕塘的饮料（蛋白饮料类）符合食品生产许可证发证条件，于 2013 年
1 月 4 日向发行人重新颁发了编号为 QS440806010277 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5 月 24 日。
（三）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0 年度、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 1-6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514,984,867.07 元、人民币 642,950,625.33 元、
人民币 767,390,296.88 元和人民币 395,537,1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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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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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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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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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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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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监事会主席严文海、董事杨秀通、
董事杜山河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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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情况详见如下表格：

姓名

严文
海

杨秀
通
杜山
河

在发行人担
任的职务

监事会主席

董事
董事

兼职单位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
公司
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
公司
广州广垦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
限公司
深圳市广垦六联实业
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垦宇联实业
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垦嘉联实业
有限公司
广东龙燕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
燕塘投资

兼职职务

与发行人关系

董事

控股股东

监事

股东

董事
董事
董事、财务总监
董事、财务总监
董事、财务总监
董事长、总经理
监事、副总经理

粤垦投资控制
的企业
广东广垦控制
的企业
粤垦投资控制
的企业
粤垦投资控制
的企业
粤垦投资控制
的企业
燕塘投资控制
的企业
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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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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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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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没有新增的、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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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履行完毕的重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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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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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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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燕隆乳业的实收资本
发生了变化，具体如下：
根据广东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5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
（粤正源内验字（2013）第 1005 号）及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萝岗分局于 2013
年 3 月 26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108000039406），燕隆乳
业已经收到其股东发行人及湛江燕塘缴纳的第四期出资人民币 10,900 万元，均
为货币出资，其中，发行人缴纳人民币 10,682 万元，湛江燕塘缴纳人民币 218
万元。本次出资后，燕隆乳业的实收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8,900 万元，全部注册
资本均已缴足，其实收资本和股权结构情况为：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总额（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金额

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

金额

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

发行人

28,322

98

28,322

98

湛江燕塘

578

2

578

2

28,900

100

28,900

100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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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对外投资情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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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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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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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分支机构情况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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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披露的信息一致，未发生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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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湛江燕塘新增 2 处自建房产，具体情况
如下表所述：

所有权人
湛江燕塘

湛江燕塘

座落地址
湛江市麻章区金园路西
侧燕塘乳业有限公司冷
库
湛江市麻章区金园路西
侧燕塘乳业有限公司仓
库

建筑面积
（㎡）

房地产证编号

土地使用
权期限

权利限制

99.9

粤房地权证湛江字
第031002072号

2052年4月
10日终止

无

148.80

粤房地权证湛江字
第031002073号

2052年4月
10日终止

无

湛江燕塘合法拥有上述房产的所有权，有权按照相应的房屋权属证书所规定
的用途在土地使用权期限内依法占有、使用、收益、转让、出租、抵押或以其他
方式处置该等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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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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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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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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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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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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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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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 8 个注册商标，该等新增注
册商标主要系发行人根据其商标战略而申请注册的防御性商标和储备商标，具体
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二“《新增注册商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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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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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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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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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发行人拥有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及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9.5

9.5.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根据《审计报告》，截止到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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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54,7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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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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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所属单位

资产名称

资产数量 资产原值（元）

1.

发行人

屋顶型纸盒灌装机（含
加盖机）

1

2.

发行人

全自动玻璃瓶灌装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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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值（元）

1,282,051.28

1,023,242.34

880,341.88

880,341.88

3.

发行人

塑杯成型灌装封切机
31503

1

4.

发行人

全自动玻璃瓶装封口机

1

5.

发行人

利乐砖无菌包包装机
200S

1

6.

发行人

利乐无菌包装主机(含
转换装置)31513

1

1,841,739.57

836,490.94

880,341.88

833,879.40

629,600.00

596,371.12

2,811,494.58

585,962.10

7.

奶牛场分公司 高效厌氧反应罐

6

1,820,206.98

1,748,157.12

8.

奶牛场分公司 挤奶机

1

1,749,203.57

1,529,945.85

9.

奶牛场分公司 清粪机

12

1,743,589.71

1,502,029.86

10.

奶牛场分公司 固液分离器

1

775,129.02

744,446.82

11.

湛江燕塘

STORK 系统旧设备

1

2,488,263.23

2,362,805.08

12.

湛江燕塘

蓄冰设备

1

2,120,378.07

2,106,389.94

13.

湛江燕塘

螺杆式乙二醇冷水机组

1

1,685,876.86

1,452,312.76

14.

湛江燕塘

室外奶仓

4

1,416,065.38

1,406,723.60

15.

湛江燕塘

30T 室外奶仓

5

1,344,564.10

1,175,785.18

16.

湛江燕塘

卧式燃重油天然气蒸汽
锅炉机

1

1,055,247.22

1,050,387.15

17.

湛江燕塘

屋顶型纸盒灌装机

1

1,777,000.00

969,104.57

18.

湛江燕塘

净化空调设备

1

980,377.11

759,556.37

19.

湛江燕塘

IPI 灌装机设备-1

1

963,039.17

751,735.23

20.

湛江燕塘

UHT 无菌灌装机

1

799,652.36

688,867.28

21.

湛江燕塘

IPI 灌装机设备-2

1

748,388.50

579,455.22

22.

湛江燕塘

多功能乳品分析仪

1

596,611.39

588,806.23

23.

湛江燕塘

储奶罐设备

6

747,454.19

578,759.94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主要生
产经营设备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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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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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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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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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一处租赁房屋，具体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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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方

地址

李志宏

广州市天河
区燕岭路
89 号 114

房产证号

租金

2010 交登字 11,630.90
1208142 号
元/月

租赁面积
（m2）

租赁期限

71.01

2013 年 3
月 21 日至
2014 年 3
月 20 日

租赁
用途

租赁
备案
号

商业

2013
D060
12010
17

汕头燕塘与利亨公司、利燊中心于 2008 年 6 月 27 日签订的汕头市珠江路
31 街区地号 331-00-015-02 的土地的《土地租赁合同书》已经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到期。为此，2013 年 4 月 25 日，汕头燕塘与利亨公司、利燊中心重新签订了
《土地租赁合同》，计租面积仍为 4,300 平方米，租金为人民币 34,830 元/月，
租期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
汕头燕塘与太阳宝公司于 2008 年 6 月 25 日就生产机器设备、运输交通工具
等签订的《租赁合同》已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到期。为此，2013 年 6 月 21 日，
汕头燕塘与太阳宝公司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租赁物与 2008 年《租赁合同》
项下的租赁物相同，租金为人民币 24,000 元/月，租期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鉴于太阳宝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并未清算注销，太阳宝
公司并未终止，因此，太阳宝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并不影响其续签《租赁合同》
及该合同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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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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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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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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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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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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天河支行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天河支行

借款期限

金额
（万元）

利率

12 个月

3,000
（注）

浮动
利率

12 个月

2,000

浮动
利率

合同
编号
GDK4
75860
12012
0166
GDK4
75860
12012
0137

担保
方式

担保人

连带
责任
保证

燕塘投资

担保合
同编号
GBZ475
8601201
20283

燕塘投资

GBZ475
8601201
20283

连带
责任
保证

（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在该合同项下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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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期限

预计金额

1

2013.4.30

肇庆市端州区力健乳品
经营部（高要服务部）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3.1.1-2013.12.31

1,730 万元

2

2013.4.30

阳江市江城区李松牛奶
店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3.1.1-2013.12.31

1,520 万元

3

2013.4.30

广州市统亿贸易有限公
司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3.1.1-2013.12.31

1,060 万元

4

2013.4.30

从化市诚丰商店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3.1.1-2013.12.31

1,050 万元

5

2013.4.30

云浮市云城区百分百牛
奶店（云浮百分百牛奶
店）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3.1.1-2013.12.31

850 万元

6

2013.4.30

河源臣富商贸有限公司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3.1.1-2013.12.31

800 万元

7

2013.4.30

肇庆市康煌贸易有限公
司牛牛乳制品第一分店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3.1.1-2013.12.31

7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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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经销）
2013.4.30

佛山市顺德区东汇贸易
有限公司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3.1.1-2013.12.31

580 万元

9

2013.4.30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奶
燕塘牛奶
燕达牛奶店（乐从（许）
系列产品
经销部）

2013.1.1-2013.12.31

570 万元

10

2013.4.30

新兴县新城镇同源食品
商行（新兴经销）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3.1.1-2013.12.31

510 万元

11

2013.4.30

英德市英城天天牛奶
（安居）分店（英德经
销点）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2.12.31-2013.12.31

500 万元

12

2013.4.21

浈江区恒昊商行（韶关
吴经销）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3.1.1-2013.12.31

600 万元

13

2013.4.1

清远市新城革新商行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3.1.1-2013.12.31

1,350 万元

2013.3.31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彩玲
副食店（顺德容奇服务
部）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3.1.1-2013.12.31

560 万元

2013.3.31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一
航牛奶店（大石经销
部）

燕塘牛奶
系列产品

2013.1.1-2013.12.31

500 万元

8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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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新增正在履行中的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序
号

签订时间

供应商

项目

计划
数量

期限

单价/预计总金额

1

2013.4.8

利乐华新（佛山）
包装有限公司、利
乐包装（昆山）有
限公司

纸盒

-

2013.1.1-2013.12.31

183-307 元/千包

2

2013.3.12

康美包（苏州）有
限公司

纸盒

-

至 2013 年年底

280-391 元/千个

-

有效期一年，如未在协
议有效截至日前 90 日
提 出 协议 修 改书 面通
知，则协议到期后自动
更新。

37.50-37.62 美 元
/1000 个

3

2012.5.10

意大利 IPI 公司

纸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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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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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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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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

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新增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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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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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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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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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没有进行重大资产收购兼并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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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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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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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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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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股东大会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提供的相关会议文件的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召开过股东大会。
13.2

董事会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提供的相关会议文件的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会召开、决议内容
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会议名称

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

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

13.3

召开时间

主要决议内容

2013 年 6 月
26日

（1）通过《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高级管理人员
2012 年特别奖励方案的议案》；
（2）通过《关于审议〈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绩效考核办法〉及 2013 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议案》。

2013 年 7 月
19 日

（1）通过《关于审议〈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三）〉的议案》；
（2）通过《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报出公司三年及一期
审计报告的议案》；
（3）通过《关于召开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监事会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提供的相关会议文件的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监事会召开、决议内容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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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会议名称

召开时间

主要决议内容

1

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

2013 年 6 月
26日

（1）通过《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高级管理人员
2012年特别奖励方案的议案》；
（2）通过《关于审议〈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绩效考核办法〉及2013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
案》。

2

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

2013 年 7 月
19日

通过《广东燕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报出公司三年及一期审计报告
的议案》。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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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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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税务登记、执行的税种及税率
未发生变化。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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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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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惠如下：
根据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 2013 年 7 月 29 日审批同意的《企业所得税减
免优惠备案表》，发行人 2013 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从事农、林、牧、渔业
项目的所得）已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
根据湛江市麻章区国家税务局 2013 年 3 月 29 日审批同意的《企业所得税减
免优惠备案表》，湛江燕塘 2013 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从事农、林、牧、渔
业项目的所得）已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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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汕头市龙湖区国家税务局 2013 年 4 月 8 日审批同意的《企业所得税减
免优惠备案表》，汕头燕塘 2013 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农副产品初加工）已
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
根据阳东县国家税务局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审批同意的《企业所得税减免优
惠备案表》，奶牛场分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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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阳东县国家税务局于 2013 年 2 月 7 日审批同意的《纳
税人减免税申请审批表》，奶牛场分公司销售自产的鲜牛奶免征增值税的税收优
惠已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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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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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部门预算的通知》
（粤垦函字
[2013]142 号），发行人收到广东省农垦总局畜牧良种补贴款 10 万元、养殖技术
推广费 13 万元和农业技术试验示范专项经费 10 万元。
根据广州市天河区经济贸易局和广州市天河区财政局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
下发的《关于印发天河区清洁生产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天经[2012]6
号），发行人收到广州市天河区经济贸易局清洁生产专项资金 4 万元。
发行人享受的新增政府补助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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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2011 年、2012 年及
2013 年 1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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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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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州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出具的穗环证字[201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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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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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湛江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3 年 7 月 12 日出具的《环保证明》，湛江燕塘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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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7 月 9 日出具的证明，汕头燕塘自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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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违法行为，没有受
到该局的环保行政处罚。
根据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广
州保税区和广州开发区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局于 2013 年 7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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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13 日至今，
无因环境污染问题受群众投诉，未受该局行政处罚。
发行人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16.2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以下质量体系认证已
更新：
湛江燕塘建立的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符合标准要求 GB
12693-2010《乳制品企业良好生产规范》、GB/T 27341-2009《危害分析与关键控
制点（HACCP）体系 食品生产企业通用要求》、GB/T 27342-2009《危害分析与
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 乳制品生产企业要求》，有效期至 2015 年 3 月 11
日。
根据广州市天河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出具的证明，经该局
核查，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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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7 月 4 日出具的证明，经核实，
湛江燕塘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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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证明，经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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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燕塘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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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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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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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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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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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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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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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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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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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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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湛江农垦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湛江农垦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

州办事处[2008]湛中法民三初字第 21 号借款合同纠纷已经解决，借款及利息
已经归还。目前湛江农垦正在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协商办理
该案的结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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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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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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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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是否存在对其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的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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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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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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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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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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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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26

（此页无正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平

律师

陈长洁 律师

万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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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月

日

附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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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1.

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公司

2.

广东省茂名农垦集团公司

3.

广东省阳江农垦集团公司

4.

广东省揭阳农垦集团公司

5.

广东省汕尾农垦集团公司

经营范围
农业种植、林业种植；农畜产品（除烟叶、蚕茧、粮食、棉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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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保用品，仪器仪表，化
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
；农业生产技术服务；仓储（除化学危险品和危险
废物的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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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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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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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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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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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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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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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农林业种植；销售；橡胶及
制品；农业生产技术服务等

实业投资、农业、畜牧业、
林业投资

农林牧水产业、建筑材料业

谷物、豆类，茶、果树，橡
胶种植；禽畜饲养
普通钢材、农业生产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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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自有资金进行实业投资，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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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广东新时代物业管理服务公
司

主营：物业管理（具体按本公司有效证书经营），物业租赁代理，房地产信
息咨询，室内装饰，清洁服务，停车场经营（有效期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物业管理，物业租赁代理，
提供与上述经营相关的咨询服务。兼营：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汽 停车场经营
车零配件，日用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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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粤垦国际（贝宁）有限公司

10.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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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精的加工和销售
木薯酒精生产及销售
经营旅业（有效期至 2013 年 8 月 1 日止），美容美发、卡拉 OK 歌厅（有
效期至 2014 年 8 月 6 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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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至 2015 年 5 月 8 日止）、西餐（不含
糕点、沙律、烧卤熟肉制品、生食海产品制售，有效期限至 2015 年 5 月 8
日止）
；出租客运（有效期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 餐饮、旅业、出租小汽车及
食品（含酒精饮料）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卷烟、雪茄烟 各自配套服务项目
（有效期至 2015 年 5 月 16 日止）；停车场经营；洗衣、打字、复印、翻译
服务；场地出租（限燕岭大厦）
；代购车、船、机票；销售：五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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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会议服务，物业管理（持本公司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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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广东绿色国际旅行社

12.

广东省农垦农业开发公司

13.

广东省农垦科技中心

14.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15.

广东省农垦汕头实业总公司

16.

广东广垦畜牧有限公司

17.

广东智富时代出版传媒有限
公司

清洁服务，代理广告，酒店管理，商贸信息咨询；沐足、棋牌、保健按摩、
保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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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经营）
。兼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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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农业投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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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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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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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内凡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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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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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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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广东农垦（农垦总局）下属二级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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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旅游
农业项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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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
其他印刷品印刷

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机械等

饲养生猪
国内外发行《致富时代》
；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
外广告

序
号
1

广东省国营红星农场

2

广东省国营友好农场

3

广东省国营南华农场

4

广东省国营五一农场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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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橡胶、原木、茶叶、农副产品；兼营：茶叶加工（仅限下属经营）、 橡胶、木材、茶叶、农副产
机械设备维修、木制品。
品
橡胶、林木、热带经济作物
橡胶、林木、热带经济作物种植，技术咨询。
种植，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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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销售：糖（白砂糖、赤砂糖）
（有效期至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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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制品、
生产、销售糖（白砂糖、赤砂糖）
百货、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除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除
碎粒板；加工、销售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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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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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柑橙，甘蔗，水果，剑麻种
柑橙，甘蔗，水果，剑麻种植、销售
植、销售
农业、林业、畜牧业、种养
农业、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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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广东省华海糖业发展有限公
司

6

广东省国营红江农场

7

广东省国营黎明农场

8

广东省红湖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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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植及销售；剑麻、茶叶的种植、
产品收购（除烟叶、棉花、蚕茧外）
加工

10
11

广东省国营东升农场
湛江农垦金星农场

农、林、牧、渔、种养
农、林、牧、鱼、种养
主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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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种植及林业种植；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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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制品、木炭（有效期至2012年12月31日）
，农畜产品（除烟叶、蚕茧、粮 原木、木制品、木炭，农畜
食、棉花、种子、种苗、种禽畜）
，剑麻纤维及制品。（法律、行政法规禁 产品，剑麻纤维及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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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农业生产资料（除农药、农膜），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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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
司

13

广东省国营火炬农场

14

广东省国营幸福农场

15

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
司

制糖业及糖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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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收购（除烟叶、棉花、蚕茧外），公路运输，日用百货、针
生产机制糖、菠萝罐头、甘
织品、五金、其他副食品、纺织品、电子产品、塑料制品的批发、零售，
蔗、菠萝种植、销售
化肥、农药的零售，加工销售乳胶、标胶、胶布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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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及其他罐头；各种水果浓缩汁及原浆（限下属机构经营）
。
主营：生产、种植橡胶、剑麻、甘蔗、菠萝、林木。兼营：砖（限下属机
生产、种植橡胶、剑麻、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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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蔗、菠萝、林木
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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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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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零 甘蔗、剑麻、橡胶生产
配件、机械小汽车出租、货运（限下属机构经营）
。
种植：农、林；购销：糖、纸及纸制品、纤维制品、橡胶制品、建筑核材
料、百货、五金交电、化肥（限于零售）
、农膜、仪表仪器、金属材料（不 糖蔗、木薯、农副产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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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设备）、 砂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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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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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广东省国营湖光农场

17

广东省织篢农场

18

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19

广东广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糖业销
售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湛江农垦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种植、养殖及其产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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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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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头、烹调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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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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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桔水，纸，制糖机械，农业机械，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除危
险化学品），矿产品（除钨、锑、锡、离子型稀土矿）
，五金交电，化工产
品（除危险化学品）
，橡胶及制品；甘蔗收购；预包装兼散装食品（食糖，
糖果蜜饯，罐头，非酒精饮料）批发兼零售（有效期至2013年4月26日）
；
货物运输代理（除水路货运服务）；仓储（除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的仓储）；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农资招标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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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批发（有效期至2014年4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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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收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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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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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建筑
材料（除危险化学品）、钢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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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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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
的种植、养殖及其产品销售
种植橡胶、林木、水果、茶
叶、木材、胡椒产品

甘蔗制糖

销售化肥、农药、农膜、食
糖等

销售食糖

土木工程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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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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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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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至2013年6月27日）；销售：农业生产资料（化肥、农药
限于供应农垦系统自用）、汽车配件；自有房屋出租。
（法律、行政法规禁 批发煤炭、自有房屋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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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广东省湛江青旅集团有限公
司

企业管理；餐饮，住宿，汽车出租及运输，停车服务（以上项目由经批准
的属下企业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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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广东省湛江农垦畜牧有限公
司

27
28

湛江碧丽华模压木制品有限
公司
广东省湛江农垦廉江糖业发
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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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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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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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食糖

住宿、饮食、文化娱乐服务，
汽车出租及运输，停车服务

生猪饲养及销售
生产、销售：模压刨花板及
制品
白砂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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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广东省东方剑麻集团有限公
司

30

广东省湛江农垦第一机械厂

31

广东省国营绿洲水泥厂

32

湛江农垦第二机械厂

33

广东省廉江市绿洲机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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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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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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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规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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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制造、水泥、机械、电风扇、水泵、汽车维修
兼营：购销机电产品、五金交电，机械配件，金属材料，水泥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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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叶、咖啡、木材（用于包装）植保、糖业机械）
，农机、绳缆机械修理；
金属门窗、家具、绳缆生产销售。兼营：建筑材料、五金配件、日用百货
销售。
铝材加工销售

5-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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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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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赁
热作机械、农机、绳缆机械
修理；金属门窗、家具、绳
缆生产销售
租赁

34

广东省粤西农垦设计室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
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有效期至2015年3月18
日）。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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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办电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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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胶生产、水果种植、甘蔗
橡胶生产、水果种植、甘蔗种植、粮食作物种植
种植、粮食作物种植

35

广东省湛江农垦局通讯总站

36

广东省建设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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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天然橡胶种植、果类种植、茶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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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广东省火星农场

主营：天然橡胶。兼营：果蔬。

种植、销售天然橡胶

45

广东省红旗农场

主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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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营：建材。

橡胶、水果、油茶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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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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第一类压力容器制造；第二类低、中容器制造。兼营：糖机设备、
农机产品、拖卡制造加工。通用机械制造。

第一类压力容器制造，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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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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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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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胶、剑麻、胡椒、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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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营：钢材、水泥、五金交电、百货。

木材、水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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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塑料（不含危险化
学品和易燃易爆品）、百货、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纺织品、日什用品、橡
胶、饲料、摩托车及零部件

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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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阳西县广垦绿园肥业有限公
司

生产、销售有机肥和生物有机肥

生产、销售有机肥和生物有
机肥

63

广东省国营三马水泥厂

出租三码水泥厂内场地。

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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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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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广东省东埔农场

69

揭东县卅岭农场

70

广东省铜锣湖农场

71

广东省梅陇农场

72

广东省大安农场

73

陆丰市广垦畜牧有限公司

果林种羊

水果、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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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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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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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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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猪饲养、生产、销售（按许可证期限经营）

水果、橡胶
农业、林业、动物饲养牧业、
渔业
谷物、薯类、蔬菜、水果种
植销售、水产品养殖销售
农业、林业、动物饲养放牧
业、园艺植物培植及中药材
种植业
生猪饲养、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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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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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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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储服务、物业租赁、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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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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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出租、室内水电安装、
室内装饰、园林绿化、房地
产中介、物业管理

广州广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场地出租、室内水电安装、室内装饰、园林绿化、房地产中介、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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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按本公司有效证书经营）
；销售：工业生产资料（不含小轿车）
，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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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纺织品，工艺美术品，农副产品（不含许可经营项目），医疗器械（具体按
外等
本公司粤 014125 号许可证书经营，有效期至 2014 年 5 月 21 日止）；收购
和销售水产品；批发：预包装食品（不含酒精饮料，不含乳制品）
、散装食
品（不含现场制售）
（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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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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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汽车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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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深圳市广垦嘉联实业有限公
司

84

广州兴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85

广州广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86

广州市科泉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87

广东省时代文化发展公司

88

广东省粤东农垦大厦

89

广东省粤东农垦供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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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业投资
专卖商品）
农业技术研究、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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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农作物技术推广；农
种植、繁育、销售苗木
产品推广、销售；种植、繁
育、销售苗木
生态农业技术研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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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林景观施工；销售：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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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木、花卉；盆栽租赁、绿
国家专控产品）收购、销售
化养护；生态农业旅游景点
开发；农产品收购、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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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管理及信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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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林绿化，室内装修，家政
（仅限广州市天河区燕都路绿佳花园停车场，持有效许可证经营至 2013 服务，清洁服务，物业租赁；
年 3 月 31 日）
停车场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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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设计与制作；工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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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品销售；文化信息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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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室内装饰，零售：百货，
百货，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数字化教学产品。
五金、交电
主营：住宿（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1 月 11 日，消防安全检查合格
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1 月 10 日，特种行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7 月 15 接待国内、境内旅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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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租赁
营：高分子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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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广东省粤东农垦开发贸易公
司

91

汕头市强力橡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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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
主营：橡胶制品制造、加工。兼营：塑料品制造

物业租赁
物业租赁

92

汕头经济特区亨业服务公司

主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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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金 接待国内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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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开发
建筑装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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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阳江广垦畜牧有限公司

96

茂名农垦畜牧有限公司

97

广东省国营海鸥农场畜牧公
司

98

广东省幸福实业总公司粮食
畜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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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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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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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猪饲养、销售
饲养销售生猪、家禽
林木、果树种植；生猪饲养

生猪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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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名广垦绿湖湾酒店有限公
司

筹建以下项目：住宿、饮食服务、商贸信息、咨询、会议、会展、理发、
洗衣、打字、翻译、车辆停放、代购车、船、机票、出租客运。
（筹建期为 筹建期
一年，在筹建期间不得进行任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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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东农垦（农垦总局）下属三级控股子公司
序
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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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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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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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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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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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畜产品（除烟叶、蚕茧、棉花、种子、种苗、种禽畜）化工产品及原料 实业投资、自有物业出租与管
（除化学危险品）；批发（有效期至2013年6月6日）：预包装食品（白糖）。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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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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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湛江市经济开发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专业咨询（理财咨询、投资咨询、房地产咨询、金融顾问及引资、企业管
理咨询、财会技术开发与培训），销售工业生产资料（不含金、银、小轿车、
及化学危险品）
、农业生产资料（除化肥、农膜、农药）、农畜产品（除烟 专业咨询
叶、蚕茧、粮食、棉花、种子、种苗、种禽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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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广东省湛江农垦热带林木产

主营：原木、锯材、木炭（有效期至2012年12月31日）
；兼营：农副产品（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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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设备维修，物业
租赁，绿化工程

原木、锯材、木炭

品公司

蚕茧、烟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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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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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甘蔗制糖

9

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
司复肥厂

生产、销售复合微生物肥料（有效期至2014年8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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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销售酒精
电器、农副产品、水产品、纸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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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基础工程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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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作业服务；农机技术咨
询培训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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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业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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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砂糖及糖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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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项仅限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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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及制
销售化肥、农药、农膜、食
品、矿产品（除钨、锑、锡、离子型稀土矿）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危
糖等等
险化学品），麻织品，蔗渣，桔水（除危险废物），预包装兼散装食品（食
堂、糖果蜜饯、非酒精饮料）批发兼零售（有效期至2013年4月23日）；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农资招标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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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江农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货运代理（国内除水路运输服务，其中国际快递服务不含信件和其他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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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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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棉花、种子、种苗、
销售化肥、农药、农膜、食
种禽畜）、饲料、纸、百货、五金交电、制糖和农业机械、金属材料、钢材、
糖等等
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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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农资和制糖辅助材料招标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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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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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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农副产品、天然橡胶等
机械及器材、农副产品（除蚕茧、烟叶、粮食限于零售）、农业生产资料（除
等
化肥、农药、农膜）
、五金、交电、百货；白沙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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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无线电发射及卫星通讯接收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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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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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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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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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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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和销售剑麻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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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和销售剑麻纤维；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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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口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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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制品，剑麻制品；有色金属件铸
造、模具设计；销售：金属材料，五金、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
，建筑

热带作物机械产品的设计、
制造、安装、销售、服务

17

18

1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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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橡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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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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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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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国营火炬农场供销公
司

主营：零售农药、化肥（限场内经营，除杀鼠剂外）
。兼营：建筑材料、钢
材。

零售农药、化肥

29

广东省黎明农场养殖有限公
司

畜牧养殖、禽畜养殖、三鸟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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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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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湛江广垦沃而多原种猪有限
公司

饲养杜洛克、长白、大白原种猪；销售：杜洛克、长白、大白纯种猪及长
大、大长杂交种母猪（以上项目有效期至2013年1月19日）
；提供畜牧器材、 原种猪饲养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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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粉、面食、糕点制售，
（有效期至2012年3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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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业
经营）
。兼营：旅业（有效期至2011年9月7日）
，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
目不得经营，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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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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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经营）

物业租赁

36

湛江市银都康乐城

物业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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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经
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出租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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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新时代农场建材工业
公司

主营：砖、瓦制造；兼营：建筑材料。

砖、瓦制造，建筑材料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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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广东省阳春市三叶安全皮鞋

安全皮鞋、人造皮鞋、布鞋

安全皮鞋、人造皮鞋、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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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销售
化工原料

厂

43

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销售有
限公司

44

广东广垦电子商务交易有限
公司

45

海南琼海广垦橡胶有限公司

46

海南临高广垦橡胶有限公司

47

云南广垦橡胶有限公司

48

茂名市广垦名富果业有限公
司

49
50
51
52
53

揭阳市广垦橡胶种植有限公
司
汕尾市广垦橡胶基地有限公
司
泰国广垦橡胶(沙墩)有限公
司
泰国广垦橡胶（董里）有限
公司
泰国广垦橡胶（湄公河）有

批发、零售：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农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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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信息咨询。仓储（危险
化学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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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橡胶种植、生产、原料收购、加工、销售、科研及技术开发（凡需行
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橡胶产品收购、加工、销售，农副产品种植、养殖，饲料加工（凡需行政
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橡胶种植、生产、原料收购、加工（限分支机构经营）、橡胶产品销售，农
业技术开发，项目投资及管理。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批发、零售天然橡胶产品

网上提供天然橡胶产品及大
宗农副产品贸易信息
天然橡胶收购、加工、贸易、
销售
天然橡胶收购、加工、贸易、
销售
天然橡胶收购、加工、贸易、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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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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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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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橡胶的收购、加工、研发及销售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5-1-6-49

54
55
56
57

限公司
泰国广垦橡胶（帕侬）有限
公司
泰国广垦橡胶（春蓬）有限
公司
马来西亚广垦橡胶（砂捞越）
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广垦橡胶（婆联）
有限公司
印尼广垦橡胶（坤甸）有限
公司
广垦橡胶（新加坡）有限公
司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橡胶种植、管理、采割及销售
橡胶种植、管理、采割及销售

橡胶种植、管理、采割及销
售
橡胶种植、管理、采割及销
售

橡胶种植、管理、采割及销售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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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广州燕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二级）
。室内外装修。水电安装。场地出租。以下项目限
分支机构经营：文化娱乐服务（含乒乓球、健身、桌球、壁球、篮球、网
球、羽毛球、游泳）

房地产开发经营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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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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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场经营（持本公司有效许可证书经营）

物业管理

62

63

广州市燕塘农贸市场有限公
司

场地出租（限于广州市天河燕塘农贸综合市场内）

场地出租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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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管理，物业租赁，房地
产经纪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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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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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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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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涉及许可证的项
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林化产品（松脂、松香、松
节油）收购、加工、销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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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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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
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
动）

林化产品（松脂、松香、松
节油）收购、加工、销售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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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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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节油、松脂、松香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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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销售
销售：农产品（不含鲜茧、蚕茧、茧丝、棉花）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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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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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胶的种植、生产及销售

72

广垦橡胶（湄公河）种苗有
限公司

——

橡胶种植

73

广垦橡胶（砂捞越）种植有
限公司

——

橡胶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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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租赁

广垦橡胶（砂捞越）种苗有
限公司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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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的批发、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货物运输代理（除水路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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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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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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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阳西红十月广垦畜牧有限公
司

筹建，不得从事经营活动（有效期限至 2013 年 6 月 13 日）。

拟饲养、销售生猪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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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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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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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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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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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橡胶种植

5-1-6-52

司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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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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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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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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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专营、专控、
出租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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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国家专卖、
专营、专控商品）。

出租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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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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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农垦广农运输有限公司

普通货运运输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外）

普通货运运输服务

6

廉江市华南糖业有限公司

食糖生产和购销（有效期至2013年11月17日）；食用酒精生产和销售（有
效期至2014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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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销售糖

7

广垦橡胶（泰国）销售有限公
司

批发、零售天然橡胶产品

批发、零售天然橡胶产品

8

青岛广垦橡胶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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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零售天然橡胶产品

5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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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中介代理。
司

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房地产中介代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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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和零售贸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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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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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东莞鼎丰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市隆佳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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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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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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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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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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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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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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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广东燕塘兽药有限公司

4.

广东省农垦商业总公司（一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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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广东国营燕塘牛奶公司

6.

广东建达经济发展公司（一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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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广东国营燕塘毛织厂

8.

广东省国营燕塘饲料厂

16.

广东省农垦经济发展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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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新增注册商标清单

商标注册号

权属人

核定使用
商品类别

注册有效期

1.

9329413

发行人

21

2013 年 6 月 7 日至 2023
年6月6日

2.

10618210

发行人

5

2013 年 5 月 7 日至 2023
年5月6日

3.

10618310

发行人

29

2013 年 5 月 7 日至 2023
年5月6日

4.

10618399

发行人

30

2013 年 5 月 21 日至 2023
年 5 月 20 日

5.

10618414

发行人

31

2013 年 6 月 14 日至 2023
年 6 月 13 日

6.

10618457

发行人

32

2013 年 6 月 14 日至 2023
年 6 月 13 日

7.

10618462

发行人

33

2013 年 6 月 14 日至 2023
年 6 月 13 日

8.

9280947

发行人

7

2013 年 7 月 7 日至 2023
年7月6日

序号

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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