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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荐安康荣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颁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

下简称“《业务规则》”），安康荣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泰

农业”、“股份公司”或“公司”）就其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

下简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事宜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批

准。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

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指引》”），开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或“本公司”）对荣泰农业的业务情况、

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事项等进行了尽职调查，对荣

泰农业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开源证券推荐荣泰农业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工作

指引》的要求，对荣泰农业进行了尽职调查，了解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的基本情

况、历史沿革、独立性、关联交易、同业竞争、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财务状

况、发展前景、重大事项等。 

项目小组与荣泰农业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监事、员工等进行了交谈，并同公司聘请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注册会计师和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了交流；查阅了

公司章程、“三会”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公

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审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

料、纳税凭证等；了解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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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计划。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出具了《安康荣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之尽职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尽职

调查报告》”）。  

二、内核意见 

本公司推荐挂牌项目内核小组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至 2017 年 6 月 22 日对荣

泰农业拟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文件进行了认真审

阅，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成员共 7 人，其

中律师、注册会计师、行业专家各 1 名。上述内核成员不存在近三年内有违

法、违规记录的情形；不存在担任项目小组成员的情形；不存在持有拟推荐挂

牌公司股份，或在该公司中任职以及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

形。 

根据《业务规则》对内核机构审核的要求，内核成员经审核讨论，对荣泰农

业本次挂牌出具如下的审核意见： 

（一）本公司内核小组按照《工作指引》的要求对项目小组制作的《尽职调

查报告》进行了审阅，并对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行了抽查、核实，认为项目小组

已按照《工作指引》的要求对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资料核查、测试计算、访

谈、咨询等工作；项目小组中的注册会计师、律师、行业分析师已就尽职调查

中涉及的财务会计事项、法律事项、业务技术事项发表了意见。项目小组已按

照《工作指引》的要求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的格

式要求，公司已按上述要求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挂牌前拟披露的信

息符合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 

（三）公司前身为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成立的安康荣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并于 2017年 1月 10日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依法设立且存

续满两年；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

经营；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根据荣泰农业与开源证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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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的协议，开源证券作为主办券商推荐其挂牌和持续督导。 

综上所述，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挂牌条件，7 位内

核成员经投票表决，7 票同意、0 票反对，同意本公司推荐荣泰农业股票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三、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荣泰农业的尽职调查情况，本公司认为荣泰农业符合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前身为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成立的安康荣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10 日，荣泰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为股份公司；同意整体变更的审计及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6 年 10 月 31 日；同意

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名称为“安康荣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30 日，中兴财光华对荣泰有限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的财务

状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6）第 210155 号《审计报告》

确认，荣泰有限截至 2016年 10月 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7,157,396.33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

评报字[2016]第 010439 号《安康荣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拟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

公司项目评估报告》确认，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荣泰有限经评估的净资产

为 1,050.58 万元。 

2017 年 1 月 5 日，中兴财光华出具“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7）第 210005

号”《验资报告》，经验证，截至 2017 年 1 月 5 日止，公司已将安康荣泰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中的 7,157,396.33 元折合为股

本 700.00 万元，其余未折股部分 157,396.33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2017 年 1 月 4 日，荣泰有限全体股东作为荣泰农业的发起人签署了《发起

人协议》，全体发起人同意作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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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基准日，依法并按协议的有关约定将荣泰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7 年 1 月 5 日，荣泰农业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安康荣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的议案》、《关于制定安康荣

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等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荣泰农业第一届

董事会和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017 年 1 月 10 日，安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股份公司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610900593324966C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执照记载，公司类型：“股

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五

里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温荣朝”；注册资本：“700 万元”；成立

日期：“2012 年 4 月 24 日”；营业期限：“2012 年 4 月 24 日至长期”；经营

范围：“小麦粉生产；粮食收购及储存；农副产品的销售；植物提取物的提

取、销售；生物工程的技术服务及咨询；农副产品保鲜服务；农业技术咨询服

务、转让；生物科技领域的技术研究；日用百货、通讯设备、五金交电的销

售；农产品开发；蔬菜种植及销售；水产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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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历次出资合法合规，在有限公司整

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过程中，公司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其存续期限可

以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连续计算，公司存续已满两年。 

因此，公司满足“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要求。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之后一直从事小麦的采购、小麦面粉及副产

品加工与销售业务。公司完成股改后经工商部分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小麦粉生

产；粮食收购及储存；农副产品的销售；植物提取物的提取、销售；生物工程

的技术服务及咨询；农副产品保鲜服务；农业技术咨询服务、转让；生物科技

领域的技术研究；日用百货、通讯设备、五金交电的销售；农产品开发；蔬菜

种植及销售；水产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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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荣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推荐报告 

1-5-5 

公司主营业务为小麦面粉及副产品的加工与销售。 

根据中兴财光华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7]第 210062

号），报告期内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2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951.25 万元、4,312.37 万元、678.17 万元，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公司具有

较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因此，公司满足“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在有限公司阶段，设有执行董事和监事。有限公司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基

本能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运作，在重大事项上，如历次

增资、股权转让、股份制改造等，均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有限公司运作存

在例如未按规定每年召开股东会定期会议、股东会没有会议记录、股东会届次

记录不清晰等瑕疵，这些瑕疵未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股东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制定了《公司章程》，建立了相互独立、权责明确、相互监督的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等制度。此外，公司还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投资管理制度》、《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投资者关

系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上述制度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为公司法人治理的规范化运行提供了进一步的制度保证。公司“三会”通

知、召开、决议均按照公司章程和三会议事规则执行；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均

通过了必要合规的决策程序，“三会”会议的召开方式、议事程序、表决方式

及决议内容真实、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执行情况进行了讨

论、评估。公司管理层重视公司的内控管理和风险防范，自股份公司成立以

来，管理层进一步加强了完善内控的工作，形成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

度，加强规范运作和有效执行，保障内部控制目标的完成。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开展经

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现任董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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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瑕疵，亦未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所兼职单位规定的任职限制，具备任职资格。股份公司成立后不存在股东

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

形。公司设有独立财务部门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相关会计政策能如实反

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因此，公司满足“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要求。 

（四）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的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公司股东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等限制转让情形，也不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等情形。 

公司的股东不存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适宜担任股

东的情形，股东主体适格。公司不存在股票发行情况，也未在区域股权市场及

其他交易市场进行权益转让。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完成 2次增资、1次减资，未

进行过股权转让。公司的增资、减资行为均履行了股东会决议程序。上述增资

和减资行为均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效。 

因此，公司满足“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要求。 

（五）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

题的解答（二）》，全国股转公司对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的具体要求如下：“ 

（一）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营业收入累计少于 1000 万元，但因

新产品研发或新服务培育原因而营业收入少于 1000 万元，且最近一期末净资产

不少于 3000万元的除外； 

（二）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三）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

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的除外； 

（四）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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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类公司是指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营业务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公司，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

能源、新能源汽车。不符合科技创新类要求的公司为非科技创新类。非科技创新

类公司营业收入行业平均水平以主办券商专业意见为准。年均复合增长率以最近

三年的经审计财务数据为计算依据。” 

（1）公司不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为小麦面粉及副产品的加工与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公司所属行业为“农副食品加工

业”，代码：C1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农副食品加工业”代码：C13；根据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股

转系统公告〔2015〕23 号)，公司所属行业为“谷物磨制”，代码：C1310； 根

据《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股转系统公告〔2015〕23 号)，公司所属

行业为“农产品”，代码：14111110。 

经查阅 2013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

录》（以下简称“指导目录”）中所列示的各条目，公司所开展的业务并不在《指

导目录》中，故公司不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因此需要将公司两个完整会计年度

的收入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2）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的比较 

公司主营业务为小麦面粉及副产品的加工与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公司所属行业为“农副食品加工

业”，代码：C1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农副食品加工业”代码：C13；根据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股

转系统公告〔2015〕23 号)，公司所属行业为“谷物磨制”，代码：C1310； 根

据《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股转系统公告〔2015〕23 号)，公司所属

行业为“农产品”，代码：141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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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农副食品加工业的行业整体状况 

根据 Wind 资讯数据库数据查询结果，所属证监会行业(新)代码“C13 农副

食品加工业”（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Wind 资讯数据库数据查询无下级明细分

类查询结果）全国共有 44家上市公司，最近两年的营业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证监会行 

业(新)代码[行

业级别] 大类

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报告期]2015年

报 

主营业务收入 

[报告期]2016 年

报 

1 000048.SZ 康达尔 C13  230,201.76   156,123.09  

2 000529.SZ 广弘控股 C13  192,715.86   206,749.82  

3 000639.SZ 西王食品 C13  224,378.10   337,522.23  

4 000702.SZ 正虹科技 C13  131,688.01   122,999.02  

5 000876.SZ 新希望 C13  6,151,964.98   6,087,952.32  

6 000893.SZ 东凌国际 C13  1,115,405.51   239,995.48  

7 000895.SZ 双汇发展 C13  4,469,666.76   5,182,236.60  

8 000911.SZ 南宁糖业 C13  313,842.34   358,881.97  

9 000972.SZ *ST 中基 C13  68,289.67   58,817.60  

10 002100.SZ 天康生物 C13  416,728.94   444,413.81  

11 002124.SZ 天邦股份 C13  214,129.37   237,046.23  

12 002157.SZ 正邦科技 C13  1,641,626.72   1,892,014.48  

13 002220.SZ 天宝股份 C13  153,691.12   147,728.64  

14 002286.SZ 保龄宝 C13  119,628.17   137,742.43  

15 002311.SZ 海大集团 C13  2,556,740.25   2,718,531.00  

16 002330.SZ 得利斯 C13  155,099.25   157,559.30  

17 002385.SZ 大北农 C13  1,609,808.52   1,684,093.71  

18 002515.SZ 金字火腿 C13  18,688.28   16,056.49  

19 002548.SZ 金新农 C13  250,485.32   276,285.82  

20 002557.SZ 洽洽食品 C13  331,137.26   351,301.18  

21 002567.SZ 唐人神 C13  941,266.15   1,088,092.35  

22 002582.SZ 好想你 C13  111,305.03   207,183.20  

23 002604.SZ 龙力生物 C13  77,630.47   87,956.85  

24 002695.SZ 煌上煌 C13  115,107.48   121,782.16  

25 002702.SZ 海欣食品 C13  81,474.30   92,458.50  

26 002726.SZ 龙大肉食 C13  427,048.99   545,0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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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002840.SZ 华统股份 C13  194,369.76   399,212.13  

28 002852.SZ 道道全 C13  218,617.39   269,097.99  

29 300138.SZ 晨光生物 C13  126,762.92   214,084.67  

30 300175.SZ 朗源股份 C13  84,652.89   58,937.19  

31 300268.SZ 万福生科 C13  692.49   686.56  

32 600095.SH 哈高科 C13  26,462.00   25,424.35  

33 600127.SH 金健米业 C13  228,524.36   221,723.19  

34 600191.SH 华资实业 C13  3,276.72   3,666.81  

35 600251.SH 冠农股份 C13  153,167.84   153,748.88  

36 600275.SH *ST 昌鱼 C13  1,126.64   1,788.98  

37 600438.SH 通威股份 C13  1,407,924.65   2,088,404.90  

38 600737.SH 中粮糖业 C13  1,166,755.21   1,355,714.55  

39 601952.SH 苏垦农发 C13  417,835.21   408,420.67  

40 603336.SH 宏辉果蔬 C13  63,175.31   67,630.97  

41 603345.SH 安井食品 C13  256,122.06   299,650.34  

42 603517.SH 绝味食品 C13  292,129.85   327,414.48  

43 603609.SH 禾丰牧业 C13  969,630.66   1,187,057.81  

44 603668.SH 天马科技 C13  80,860.48   84,366.34  

平均值  632,087.16   684,626.36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库 

上述所属证监会行业(新)代码“C13 农副食品加工业”44 家上市公司的主

营业务/主营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业务/主营产品名称 

1 000048.SZ 康达尔 
康达尔花园、康达尔禽饲料、康达尔养殖、康达尔运输

服务、康达尔猪饲料、康达尔自来水供应 

2 000529.SZ 广弘控股 

广弘冻品销售、广弘冷库经营、加工肉制品销售、冷库

经营、肉鸡销售、肉猪销售、书本销售、物业出租、种

禽销售、种猪销售、猪苗销售 

3 000639.SZ 西王食品 淀粉、果葡糖浆、麦芽糊精、葡萄糖、西王玉米胚芽油 

4 000702.SZ 正虹科技 

禾鸡山饲料、力得饲料、兴农饲料、正飞饲料、正虹海

原冷鲜肉、正虹海原肉制品、正虹禽饲料、正虹鱼饲料、

正虹猪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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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876.SZ 新希望 

白帝乳制品、蝶泉乳制品、华融 PVC、华融高纯度氢氧

化钾、华西乳制品、琴牌乳制品、山城乳制品、双峰乳

制品、天香乳制品、天友乳制品、希望畜饲料、希望禽

饲料、希望屠宰及肉制品、希望鱼饲料、新示范乳制品、

阳坪乳制品 

6 000893.SZ 东凌国际 大豆分离磷脂、大豆油加工、豆粕、压缩机 

7 000895.SZ 双汇发展 

金双汇特级火腿肠、金阳光无淀粉火腿肠、神童盖宝高

钙片、双汇脆皮芝士肠、双汇开心鱼、双汇冷鲜肉、双

汇梅香排骨、双汇热狗肠、双汇上海大红肠、双汇甜玉

米香肠、双汇王中王特制火腿肠、双汇午餐方腿、双汇

心之味夹心火腿肠、双汇熏烤小里脊、双汇肘花 

8 000911.SZ 南宁糖业 

八鲤水泥、宝乐纸尿片、大明山白砂糖、古府白砂糖、

美时卫生纸、美时新闻纸、明阳白砂糖、南糖酒精、舒

雅卫生护理液、云鸥白砂糖、云鸥复合肥、云鸥物流车

辆 

9 000972.SZ *ST 中基 
中基番茄酱、中基番茄籽精炼油、中基切丁番茄、中基

去皮整番茄、中基蔬菜罐头 

10 002100.SZ 天康生物 

大白猪种猪、杜洛克种猪、皮特兰种猪、天峰鸡饲料、

天康粉剂、天康粉针剂、天康化药原粉、天康鸡白痢鸡

伤寒沙门氏菌灭活苗、天康冷鲜肉、天康牛布病二抗苗、

天康牛羊口蹄疫 A 型疫苗、天康牛羊口蹄疫 O 型鸡胚化

弱毒疫苗、天康牛羊饲料、天康片剂、天康水针剂、天

康饲料添加剂、天康消毒剂、天康鱼饲料、天康仔猪黄

痢 4P苗、天康中草药、天康种鸡、天康猪饲料、长白猪

种猪 

11 002124.SZ 天邦股份 

艾尼母猪浓缩饲料、艾尼乳猪配合饲料、艾尼水产饲料、

艾尼育肥猪浓缩饲料、升江水产饲料、天邦超早期乳猪

开食料、天邦畜饲料、天邦观赏鱼粮、天邦禽饲料、天

邦水产品、天邦水产饲料 

12 002157.SZ 正邦科技 
金雀宝乳猪料、正邦大鲸浓缩料、正邦禽饲料、正邦肉

食品、正邦生猪养殖、正邦水产饲料、正邦猪饲料 

13 002220.SZ 天宝股份 

天宝股份冰淇淋、天宝股份大豆冰淇淋、天宝股份鲽鱼、

天宝股份豆产品、天宝股份干果、天宝股份红鱼、天宝

股份坚果、天宝股份食用菌、天宝股份水果、天宝股份

鲐鱼、天宝股份虾、天宝股份狭鳕、天宝股份蟹子、天

宝股份鱿鱼、天宝股份真鳕 

14 002286.SZ 保龄宝 

保龄宝 F42果葡糖浆、保龄宝 F55果葡糖浆、保龄宝 F90

果葡糖浆、保龄宝赤藓糖醇、保龄宝淀粉、保龄宝高麦

芽糖浆、保龄宝果葡糖浆、保龄宝麦芽糊精、保龄宝葡

萄糖、保龄宝益生元、保龄宝玉米蛋白粉、保龄宝玉米

胚芽、保龄宝玉米纤维 

15 002311.SZ 海大集团 
“大川”饲料、“海大”鸡系列全价配合饲料、“海大”

水产预混料、“海大”虾饲料、“海大”鸭鹅系列全价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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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饲料、“海大”鱼饲料、“海大”猪系列浓缩料、“海大”

猪系列全价配合饲料、“海大”猪系列预混料、“海航”

鸡系列配合饲料、“海龙”海水鱼类膨化饲料、“华灵”

鸡料、“容川”混养料、“容川”虾、蟹类配合饲、“容川”

蟹料、海贝生物水质改良剂、海贝生物虾苗料、海贝生

物消毒杀虫系列 

16 002330.SZ 得利斯 

棒棒火腿肠、传统香肠、脆脆肠、大福同喜、大蒜肠、

得利斯豆瓣酱、得利斯豆沙包、得利斯火锅调料、得利

斯火腿、得利斯蒜蓉桔梗、得利斯甜酱萝卜、得利斯五

香酱猪心、得利斯香肠、得利斯油浸辣鸡丝、得利斯猪

冷却肉、得利斯猪肉辣酱、得利斯孜然粉、东坡腊肠、

多福同乐、二十年感恩礼盒、腐皮香肘、哈尔滨大红肠、

海鲜肠、鸡肉肠、酱凤爪、烤肚、快餐火腿、里昂火腿、

六福顺和、美极香脊、秘制猪耳、密州酱猪蹄、牛仔火

腿肠、啤酒伴侣、三文治火腿、深海鱼肉肠、食尚之旅

礼盒、四星乐礼盒、蒜蓉烤肠、田园火腿、童童火腿、

王中王火腿肠、午餐方肉、喜乐美味方火腿、鲜嫩鸡肉

肠、小帅哥香肠、枕头火腿 

17 002385.SZ 大北农 

C 两优水稻种子、II 优优水稻种子、肠安散-200、刍益

康、川丰水稻种子、催情散-200、犊儿康、氟苯尼考粉、

复方煤焦油酸溶液、杆菌肽锌、硫酸粘杆菌素预混剂、

过硫酸氢钾复合物粉、狐狸冬毛期配合饲料、狐狸生长

期配合饲料、黄芪多糖注射液、鸡清瘟散、金华杂棉花

种子、金优水稻种子、荆防败毒散、精养菌肥速、鲤科

鱼 1%复合预混料、慢呼舒宁、农华油菜种子、农华玉米

种子、禽感康-TY、热毒冰针、肉牛/肉羊 0.5%复合预混

料、肉用仔鸡后期 0.5%复合预混料、肉用仔鸡前期 0.5%

复合预混料、肉用仔鸡中／后期 0.5%复合预混料、乳菌

宝、乳猪 0.5%复合预混料、双黄连溶液、先杂棉花种子、

溴氯海因粉、烟酸诺氟沙星粉、益畜饮、鱼腥草注射液、

育肥猪 0.5%复合预混料、月苄三甲氧铵溶液、中棉所棉

花种子、中原单玉米种子、猪乐健 

18 002515.SZ 金字火腿 

巴玛意式发酵火腿、巴玛意式发酵火腿礼盒、巴玛意式

发酵火腿切片、巴玛意式发酵去骨火腿、巴玛意式风味

咸肉、巴玛意式培根、巴玛意式萨拉米、巴玛意式萨拉

米切片、宾馆酒店专用火腿、宾馆酒店专用火腿中段、

陈香火腿、醇香八味罐头、低盐发酵火腿、低盐发酵去

骨火腿、低盐火腿、低盐即食熟火腿、鼎级陈香火腿、

鼎级陈香火腿块、风肉、火腿 XO酱罐头、火腿高汤四杯

装、火腿鸡、火腿金银蹄、火腿蜜枣罐头、火腿飘香组

合、火腿三丁罐头、火腿笋片罐头、火腿香菇酱罐头、

火腿芯、火腿雪菜笋丝罐头、火腿鸭、火腿自然块、金

华香肠、金字火腿高汤、金字火腿切片、金字火腿蹄片、

经典留香火腿、精品中段火腿、精装火腿、两头乌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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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腿、两头乌上方火腿、美味金华火腿罐头、美味金字

火腿罐头、飘香火腿片、切片、切片礼盒、五香牛肉、

五香肉、咸肉、馅料专用火腿、香菇牛肉辣酱罐头、中

方(简装) 

19 002548.SZ 金新农 

40311 仔猪浓缩饲料 、八宝粥 1020 、保育金 4312 、

代乳皇 910 、代乳皇 920  、代乳王 210  、代乳王 310 、

代乳王 810  、福多金 4325 、福多金 HK4325 、健美金

4314 、精旺金 4327 、离乳金 13311 、绿色健美金

LS4314 、轻松 610  、轻松 910  、乳多金 4326 、乳

多金 HK4326  、乳猪浓缩料 40811 、乳猪王 211 、乳

猪王 311、乳猪王 551  、乳猪王 611  、乳猪王 811 、

速大金 4313  

20 002557.SZ 洽洽食品 

vivanuts、茶瓜子、好南仁草本、好南仁生香、核桃仁、

椒盐香花生、菊花香瓜子、开口西瓜子、开心果欧式炭

烧味、开心果生香原味、开心果盐焗味、葵珍 120 克、

葵珍 80克、兰花豆酱汁牛肉味、凉茶瓜子、毛嗑、奶香

瓜子、奶油香花生、洽洽喀吱脆薯片、山核桃、生瓜子、

维娜滋核桃仁、维娜滋开心果、维娜滋山核桃、维娜滋

杏仁、维娜滋腰果、香瓜子、小而香奶油味、小而香清

凉味、小而香咸香味、杏仁、腰果、原香瓜子 

21 002567.SZ 唐人神 “骆驼”饲料、“唐人神”肉品 

22 002582.SZ 好想你 

脆枣系列、蜂蜜系列、焦枣系列、蜜饯系列、免洗红枣

系列、木本粮系列、枣粉系列、枣干系列、枣片系列、

枣饮系列 

23 002604.SZ 龙力生物 

低聚木糖醋饮、低聚木糖糖粉、低聚木糖糖浆、低聚木

糖无糖口香糖、高麦芽糖浆、结晶葡萄糖、龙力-全家福、

木糖、木糖醇、木质素、双歧因子醋、羧甲基淀粉钠、

唐亿康蛋白质粉、唐亿康胶囊、唐亿康糖浆、纤维乙醇、

小包装木糖醇、益常乐低聚木糖胶囊、益常乐口服液、

玉米淀粉 

24 002695.SZ 煌上煌 酱卤肉制品、佐餐凉菜食品 

25 002702.SZ 海欣食品 

鲍鱼糕、仿蟹肉棒、福州特级墨鱼丸、福州虾丸、干贝

丝饼、贡丸、灌汤福州鱼丸、桂花肠、海欣脆、黄金鱼

板、颗粒章鱼脆、龙凤卷、马蹄蟹肉脆、牛肉丸、亲亲

肠、太平燕饺、西湖肉燕饺、鲜虾脆、香菇脆、蟹王棒、

蟹王肠、印度黄金贡丸、鱼卵卷、鱼排、鱼肉卷、原味

墨鱼花 

26 002726.SZ 龙大肉食 冷冻猪肉、冷鲜猪肉、熟食制品 

27 002840.SZ 华统股份 华师傅系列熟食、火腿、饲料、鲜品 

28 002852.SZ 道道全 

纯正菜籽油、醇香菜籽油、海神调和油、花生浓香食用

调和油、花生清香食用调和油、浓香菜籽油、食用调和

油、压榨菜籽油、压榨茶籽原香食用调和油、压榨花生

原香食用调和油、压榨葵花籽油、压榨食用调和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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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玉米油、原香菜籽油、中包装纯正菜籽油 

29 300138.SZ 晨光生物 

大豆异黄酮、大蒜多糖、大蒜提取物、番茄红素、番茄

红素软胶囊、番茄籽油、复配色素、甘草提取物、甘蓝

红色素、甘薯红色素、功能性红曲米、黑胡椒提取物、

红花籽油、红米红色素、红曲红色素、红曲米(粉)、花

椒提取物、茴香提取物、姜黄色素、姜黄油、姜提取物、

晶体叶黄素、辣椒红色素、辣椒碱、辣椒精、麦胚芽油、

葡萄籽提取物、肉豆蔻提取物、甜菜红色素、虾青素、

小茴香提取物、胭脂虫红色素、叶黄素、银杏黄酮、孜

然提取物、紫草红色素 

30 300175.SZ 朗源股份 
“朗源”瓜子、“朗源”果干、“朗源”果脯、“朗源”坚

果、“朗源”蔬菜、“朗源”水果 

31 300268.SZ 万福生科 
高麦芽糖浆、麦芽糊精、米糠油类、葡萄糖粉、食用米、

饲料级蛋白粉 

32 600095.SH 哈高科 

哈尔滨河江小区、哈尔滨南坎小区、哈高科大豆分离蛋

白、哈高科大豆组织蛋白、哈高科救尔心丹胶囊、哈高

科尿塞通片、哈高科青岛机电电子小区、哈高科祛风止

痛片、哈高科新湖明珠小区、哈高科血栓康胶囊 

33 600127.SH 金健米业 
合口味食用油、金健大米、金健米胚油、金健小背篓鲜

湿米粉、金色晓岛、万家炊食用油、长生露 

34 600191.SH 华资实业 

BY石英晶体谐振器、包唐食用酒精、草原白砂糖、草原

绵白糖、草原幼砂糖、南冰洋一级白砂糖、三环一级白

砂糖 

35 600251.SH 冠农股份 

艾丽曼库尔勒香梨、冠农浓缩番茄酱、冠农皮棉、国投

罗钾硫酸钾、静月食用酒精、绿原白砂糖、绿原甜菜颗

粒粕、塔里木马鹿、新疆水电供应 

36 600275.SH *ST 昌鱼 
北京中地房地产、北京中地房地产经纪、武昌鱼北京华

普中心、武昌鱼武华工业园 

37 600438.SH 通威股份 

通威禽饲料、通威肉鸭、通威肉鸭养殖、通威兽药、通

威水产饲料、通威特种饲料、通威永祥 PVC、通威永祥

三氯氢硅、通威鱼、通威渔药、通威猪饲料、永祥多晶

硅、永祥烧碱 

38 600737.SH 中粮糖业 
四方白砂糖、屯河白砂糖、屯河番茄酱、屯河胡萝卜汁、

屯河杏浆 

39 601952.SH 苏垦农发 
大麦种子、民用米产品、食品工业米产品、水稻种子、

小麦种子 

40 603336.SH 宏辉果蔬 

布林、草莓、冬枣、番茄、橄榄、哈密瓜、桔子、梨、

荔枝、龙眼、芒果、柠檬、苹果、葡萄、石榴、柿子、

蔬菜、桃、西瓜、樱桃、柚子 

41 603345.SH 安井食品 
速冻面米制品、速冻其他制品、速冻肉制品、速冻鱼糜

制品 

42 603517.SH 绝味食品 休闲卤制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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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603609.SH 禾丰牧业 反刍料、禽饲料、水产料、猪饲料 

44 603668.SH 天马科技 豆粕、水产饲料、鱼粉、鱼油、预混料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库 

从上述主营业务/主营产品可以看出，所属证监会行业(新)代码“C13 农副

食品加工业”44 家上市公司中，饲料、种子的生产销售最多，包括正虹科技、

新希望及天康生物等 15 家；其次是肉类食品供应及生猪养殖，包括康达尔、广

弘控股和双汇发展等企业；再次是制糖业、果业种植及坚果炒货、粮油制品相关

等业务。属于谷物磨制的仅 1家，即万福生科，由于财务造假事件的曝光，其最

近两年的收入直线下滑，分别为 692.49万元、686.56 万元，远不如荣泰农业的

收入规模水平。其他的 43 家由于主营业务与荣泰农业相比差异太大，不具有可

比性。 

由于可比大类行业- C13“农副食品加工业”下设数项子分类，除谷物磨制

外，还包括饲料加工、植物油加工、屠宰和肉类加工、水产品加工、蔬菜水果和

坚果加工、制糖业等子分类，涵盖范围广泛，所属该大类的公司众多，各公司主

营业务和商业模式不尽相同，所销售的产品与服务种类众多、价值差异较大，相

比之下，公司的业务模式相对简单，因此公司与大类行业中的众企业在产品和服

务上不具备可比性，须在其所属细分行业中进一步筛选整理。 

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评估公司的行业水平，主办券商综合考虑了公司的业务模

式、销售产品类型、技术特点、销售/服务区域等经营要素，在可比细分行业- 

C1310“谷物磨制”中逐一研究了所涵盖公司的业务模式和所销售产品种类，经

过筛选，认为同公司具有较大相似性与可比性的样本有 5家；该些公司两个会计

年度的营业收入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板块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5年可比营

业收入 

2016年可比营

业收入 
两年收入之和 

新三板 

832576.OC 振新生物  2,456.20   2,461.64   4,917.84  

834840.OC 中顺农业  4,577.95   2,787.15   7,365.10  

838139.OC 万齐农业  1,109.08   3,080.35   4,189.42  



安康荣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推荐报告 

1-5-15 

834334.OC 朔方科技  4,632.08   3,364.13   7,996.21  

871030.OC 盛态粮食  5,969.51   9,284.03   15,253.54  

新三板市场平均值  3,748.96   4,195.46   7,944.42  

（上述数据均来源于 Wind资讯数据库，数据下载日期为 2017年 6月 5日） 

公司在 2015 年、2016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951.25 万元、4,312.37

万元，两年合计为 8,263.62 万元，高于可比细分行业 C1310“谷物磨制”中新

三板挂牌企业的两年平均之和 7,944.42 万元。因此，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

入不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的情形 

公司 2015年、2016年和 2017年 1-2月，净利润分别为 77.34万元、-124.90

万元和 64.94万元，公司不存在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的情形。 

（4）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

产业的情况。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做好“十三五”期间重点行业淘汰落后和

过剩产能目标计划制订工作的通知》（工信部产业〔2014〕419 号），国家淘汰落

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包括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

铅冶炼、水泥、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 

公司主营业务为小麦面粉及副产品的加工与销售。公司不属于上述淘汰落

后和过剩产能产业名录，因此，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

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的情况。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

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中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的限制

性情形。 

（六）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股份公司通过了有关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案。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推荐荣泰农业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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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并持续督导的主办券商。 

因此，公司满足“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要求。 

综上所述，鉴于荣泰农业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条件，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较好，未来

发展前景较大。为帮助公司提供发展过程中所需资本服务以及帮助公司规范治

理，本公司特推荐荣泰农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七）本公司同意推荐安康农业挂牌的具体理由 

1、按行业分类 

公司主营业务为小麦面粉及副产品的加工与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公司所属行业为“农副食品加工

业”，代码：C1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农副食品加工业”代码：C13；根据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股

转系统公告〔2015〕23 号)，公司所属行业为“谷物磨制”，代码：C1310； 根

据《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股转系统公告〔2015〕23 号)，公司所属

行业为“农产品”，代码：14111110。 

公司所处的粮食生产与加工行业是当前国家重点支持的基础性产业，在国民

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受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扶持，自 2004年以来，

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把集中力量支持发展粮食产业，支持粮食转化和加工，促进

种粮农民增加收入，确保粮食生产健康发展放在政府工作的首位。由此可以看出，

国家政策对于关乎民生的基础性行业的支持力度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业内企业将

会持续得到大量优惠和帮扶，对于公司未来业绩的增长无疑是利好。 

2、按投融资类型分类 

从投融资方面来看，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后拟采取股份协议转让方式

进行交易，提高公司股份流动性的同时规范公司治理，并且登陆资本市场可以

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分享资本红利，以促进公司的良好发展。 

3、按经营状况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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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一家从事以小麦粉加工为主的农业综合性公司，公司采用了现代企

业的营销机制，特别注重产品的质量、包装、品牌、服务，处处为用户着想。大

力调整销售策略和营销模式，采取多种经营模式，逐渐在安康及西南省市建立

销售网络，扩大产品的覆盖面，确保了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经营业绩稳定，具有较好的持续经营能力。报告期内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2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951.25 万元、4,312.37 万元、

678.17 万元，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公司具有较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四、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公司特提示投资者应对公司以下重大事项或可能出现的风险予以充分关

注：  

（一）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随营业收入的增长呈增长趋势，截至 2017 年 2 月

28日、2016年 12月 31日和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1,347.98

万元、2,819.55 万元和 1,688.09 万元，占当期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20.84%、39.98%

和 25.56%，目前公司应收账款主要是信用良好客户的赊销欠款，账龄多在 1 年

之内，但余额绝对值和占公司总资产比例较高，不排除某些客户因经营情况恶化

而导致坏账的风险，进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二）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由于临时资金需求等原因，存在向公司

拆借资金的行为，且未与公司约定资金占用费。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

股东、高管已归还上述全部占款，并出具了《关于减少及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股份公司成立后，为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

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保障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公司制定和通过了《公司章

程》、“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内

部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购买出售重大资产、重大对外担保等事项均进行了相

应制度性规定。这些制度措施，将对关联方的行为进行合理的限制，以保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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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公允性、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的合法合规性，确保公司资产安全，促进公司

规范发展。此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作

出相关承诺，不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三）公司现金交易不够规范的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小麦面粉及副产品的加工与销售，因行业的特殊性，存在

大量的个人供应商及客户，存在现金收支及关联方个人银行卡代收代付情况，报

告期内，2015年度销售现金收款 1,357.86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34.26%，现

金采购支付 440.44 万元，占当期采购总额的 13.48%；2016 年度销售现金收款

177.84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4.12%，现金采购支付 57.03万元，占当期采购

总额的 1.75%；2017年 1-2月销售现金收款 2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0.29%，

2017 年无现金采购。2016 年公司已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现金交易及关联方个人银

行卡代收代付交易，大部分销售与采购均通过银行收款及转账支付方式进行，报

告期内现金交易比例逐步下降，但仍存在内控执行风险。  

（四）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 27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 86 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从事农、林、牧、渔业项

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税函[2008]850 号）、《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试行）的通

知》（财税[2008]149 号）之规定，公司的小麦等初加工业务可享受免征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但若国家有关政策发生变动，公司未来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

着不确定性，一旦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动，将会对公司的税后利润产生影响，

因此公司存在因税收政策变化而影响公司利润的风险。 

（五）公司治理风险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业务发展初期主要依托股东温荣朝、温荣成兄弟二人

的家族式管理而发展，公司内部治理制度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较为简单，公司

治理机制不够健全，存在三会届次不清，会议记录不完整、未制定专门的关联交

易制度的情况。在股份改造完成后，公司建立健全了“三会一层”法人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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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制定了相关的议事规则和制度。由于公司的内控体系建立时间较短，随着公司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将会对公司的管理能力和内控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

未来一定时期内，若各项内控制度未能完全有效的执行，公司仍然可能存在治理

不规范的风险，并将影响公司的持续发展。 

（六）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温荣朝，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自然人股东温

荣朝直接持有公司 4,200,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达到 60.00%，温荣朝处于控股

地位。同时，温荣朝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能够对董事会的决策和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实际控制人的部分利益可能与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完全一致，

因此，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等方式对公司的人

事任免、经营决策等进行控制，做出对自己有利而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的风险。 

（七）地域因素风险 

公司所在的安康地区四季分明，虽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是公司的一大优势，

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地处巴山地区，道路多为山路，运输货物的费用

远比平原地带要高，公司与其他平原地带的同类行业企业相比，会付出相对较高

的成本，公司在同类行业的竞争上处于一定的劣势。 

（八）市场竞争风险 

民以食为天，粮食加工行业的需求市场是巨大的，国内的粮食加工企业数量

也十分庞大。面粉加工企业的数量决定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因为国内目前集

中化程度高、规模大、全方位产业的大型面粉加工企业并不多，上市的面粉加工

企业更是凤毛麟角，其他的都是分散型的面粉加工企业，恶性竞争在所难免。  

（九）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生产面粉所需的主要材料为小麦，其产量及价格变动对公司的原材料采购成

本影响较大，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盈利水平。产地、产量以及天气都会对小麦品

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小麦的价格。小麦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产品和原材料

的价格主要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并且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个别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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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于产品的定价几乎没有影响。而且粮食是国际市场上普遍交易的大宗商品，

易受全球经济波动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如果小麦供求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或者

价格产生异常波动，而公司未能有效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将

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盈利能力。因此，公司存在由于主要原材料价格异常波动而

导致的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十）公司产品单一的风险 

公司目前只有主产品面粉及副产品麸皮两种产品，产品种类的单一导致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来源的单一性和对这单一的产品的依赖性，单一的产品更容易受到

市场的波动影响，或者竞争对手的冲击。 

（十一）人才流失的风险 

安康地区属于国家级贫困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虽然正处于发展中，但本地

的经济形势难以吸引到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本地的优秀人才更愿意到经济形

势更好的地区发展。同时，公司自身培养出的各方面人才，在对本行业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之后，也选择到更好的平台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如果公司不能随着经营

的发展和变化相应地提升现有管理者的水平并引进更多人才，可能存在人才不

足，不能实施有效管理决策的风险。  

（十二）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 

2017 年 2 月 28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

率分别为 87.36%、89.32%、86.71%，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负债比率较高，高

的负债率可能使得企业的经营压力增加，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 

（十三）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风险 

公司现有产品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在国内同行业属领先水平，但与国内外同行

的知名产品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公司虽然制定了二号生产线谷朊粉、富硒小麦、

富硒荞麦粉等一系列的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计划，但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需要

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且开发周期较长，开发过程中存在着诸如技术人员缺乏、

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不足以支持新产品的开发、关键技术难于突破、相关技术知

识无法获得、实验设施缺乏等不确定因素，以及开发成功后是否能及时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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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经营的问题。 

（十四）自然环境风险 

农业生产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气候不利变化给上游的粮食供给带来不利变

化，因此恶劣的气候变化会给本行业带来风险。气候不利变化所致风险是公司所

处行业的重要风险特征。 

（十五）报告期内供应商集中的风险 

2015 年、2016 年公司与供应商陕西省储备粮安康直属库之间的交易，分别

占当年采购总额的 36.89%、65.39%，超过了 30%，报告期内公司面临供应商较为

集中风险，但因陕西省储备粮安康直属库的国有性质，能够提供足够的原料，且

公司可以根据具体的生产情况，向粮食经纪人采购原料，上述风险并未构成本次

公司挂牌的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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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安康荣泰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推荐报告》盖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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