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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以徐希德为代表的 24 位自然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北大荒垦丰（佳

木斯）水稻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建国乡大堆丰村，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100,000.00 元，占

注册资本的 51.00%，其他 24 位出资人出资共计人民币 4,900,000.00 元，占注册

资本的 49.00%，其他 24 位出资人承诺非一致行动人且无关联关系。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问答》的相关规定：挂牌公司向全资子公

司或者控股子公司增资、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但挂牌公司新设参股子公司或向参股子公司增资，若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标准，则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因此，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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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规定，该项投资金额未达到提交董事会审

议的标准，因此不需要董事会审议和表决。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六）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

务。 

（七）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

商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徐希德 

住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保卫社区 36 组 73 号 

2. 自然人 

姓名：周淑清 

住所：黑龙江省富锦市七星农垦社区 B 区四委 521 号 

3. 自然人 

姓名：马红友 

住所：黑龙江省萝北县宝泉岭农垦社区 A 区依兰路六区 B4 号楼 232 号 

4. 自然人 

姓名：韩志梅 

住所：黑龙江身富锦市建三江农垦社区 A 区二委 530 号 

5. 自然人 

姓名：徐虎 

住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 1 号 19 号楼 4 单元 502 室 

6. 自然人 

姓名：金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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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黑龙江省虎林市八五六农垦社区 B 区二委育才街 26 号楼 3 单元 401

室 

7. 自然人 

姓名：雷洪波 

住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保卫社区 36 组 73 号 

8. 自然人 

姓名：徐伟嘉 

住所：哈尔滨市南岗区华鸿路 7 至 2 号金色莱茵小区 6 栋 3 单元 6 层 2 号 

9. 自然人 

姓名：李铁生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东路 217 号 6 号楼 3 单元 401 户 

10. 自然人 

姓名：赵洋 

住所：黑龙江省肇源县肇源农垦社区 B 区一委一组 216 号 

11. 自然人 

姓名：曲红岩 

住所：黑龙江省讷河市讷南镇兴业村 8 组 

12. 自然人 

姓名：李晓蕾 

住所：黑龙江省望奎县五街 29 委 7 组 44 号 

13. 自然人 

姓名：宗淑娟 

住所：黑龙江省萝北县宝泉岭农垦社区 A 区依兰路六区 B4 号楼 232 号 

14. 自然人 

姓名：张海彬 

住所：哈尔滨市南岗区湘江路 88 号 

15. 自然人 

姓名：李丹丹 

住所：黑龙江省双城市兰陵镇石家村九委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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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自然人 

姓名：常颖 

住所：黑龙江省同江市临江镇富江村 1 组 

17. 自然人 

姓名：于开福 

住所：黑龙江省密山市八五五农垦社区 C 区五委一组 36 栋 3 号 

18. 自然人 

姓名：任增海 

住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前进东路 799 号 

19. 自然人 

姓名：任德姣 

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蔬园乡大杨树社区 49 委 5 组 

20. 自然人 

姓名：刘玉玲 

住所：黑龙江省密山市八五七农垦社区 B 区十五委 500 号 

21. 自然人 

姓名：徐成东 

住所：黑龙江省肇东市跃进乡榆树村大榆树屯 120 号 

22. 自然人 

姓名：杜春宇 

住所：黑龙江省肇东市跃进乡榆树村大榆树屯 83 号 

23. 自然人 

姓名：徐喜军 

住所：黑龙江省肇东市跃进乡榆树村大榆树屯 86 号 

24. 自然人 

姓名：许淑凤 

住所：黑龙江省肇东市跃进乡榆树村大榆树屯 120 号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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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涉

及实物资产、无形资产。 

2、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大荒垦丰（佳木斯）水稻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建国乡大堆丰村 

经营范围：水稻种子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水稻种

子生产、加工及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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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实缴 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 

北大荒垦丰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5,10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51.00% 

徐希德 人民币 50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5.00% 

周淑清 人民币 38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3.80% 

马红友 人民币 30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3.00% 

韩志梅 人民币 30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3.00% 

徐虎 人民币 30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3.00% 

雷洪波 人民币 30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3.00% 

徐伟嘉 人民币 30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3.00% 

金延斌 人民币 25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2.50% 

李铁生 人民币 21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2.10% 

赵洋 人民币 21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2.10% 

曲红岩 人民币 21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2.10% 

李晓蕾 人民币 17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1.70% 

宗淑娟 人民币 17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1.70% 

张海彬 人民币 17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1.70% 

李丹丹 人民币 15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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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颖 人民币 15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1.50% 

于开福 人民币 15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1.50% 

任增海 人民币 15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1.50% 

任德姣 人民币 10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1.00% 

刘玉玲 人民币 10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1.00% 

徐成东 人民币 9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0.90% 

杜春宇 人民币 8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0.80% 

徐喜军 人民币 8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0.80% 

许淑凤 人民币 80,000 元 货币出资 认缴 0.80%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由公司及以徐希德为代表的 24 位自然人共同以货币资金的方

式出资成立北大荒垦丰（佳木斯）水稻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水稻种子的经营与研

发等工作。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为更好地开展公司水稻经营业务，便于进一步开拓水稻种子经营市场，加快

水稻种子选育及研发工作，特投资成立此公司，打造以科技创新品种，品质引领

未来为经营理念的种子企业。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公司将完善各项内控制度，

明确经营策略和风险管理，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

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由公司自有资金投入，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投资可进一步扩大公

司市场销售范围及规模，增强客户管理能力，对于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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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公司长期发展来看，对公司的业绩提升、业绩增长带

来正面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投资协议书》 

 

 

 

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