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或“保荐机构”）接受兰州

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园牧场”、“公司”或“发行人”）的委

托，担任发行人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0年 8月 10日获得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华龙证券于 2020年 8月 11日向贵会报送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封卷稿文件，

完成了封卷，本次发行于 2020年 8月 18日获得贵会核准（证监许可[2020]1864

号）。 

华龙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

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以下简称

“《15 号文》”）、《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

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以下简称

“《备忘录 5 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

函[2008]257 号）（以下简称“《257号文》”）和《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月修订）》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自通过发审会审核日（2020年 8月 10日）

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期间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项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说

明如下： 

一、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2020 年 10月 30 日，发行人公布了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2020

年 1-9月，发行人实现的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525,873,018.45 元、

6,222,770.75元和 2,088,103.77元，分别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13.20%、83.69%



和 94.23%。 

（一）发行人经营业绩下滑原因 

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收入及毛利率同比下滑 

2020年初，全球各地区相继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并在全球大部分

国家和地区不断蔓延。受本次疫情影响，全国多地均采取了隔离、交通管制、严

控春节团聚及拜年等疫情防控措施，进而对全国多数企业的产品销售造成了一定

限制和不利影响。 

疫情期间，发行人市场终端门店多数处于关闭营业状态，只有少量大型综合

超市营业，叠加物流不畅，产品运输受到一定限制。此外，公司产品销售区域中

小学前三月均处于休假状态，学生奶业务暂停，导致公司2020年一季度主要产品

的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2020年1-3月，巴氏杀菌乳、发酵乳、灭菌乳和调

制乳的销售数量较去年同期分别下滑了 27%、28%、29%和22%，下降幅度较大，

导致营业收入下降27%。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社会生活、经济运行逐步

恢复正常运转，乳制品需求在2020年第二、三季度逐步得到增加，公司生产、销

售等经营活动得以逐渐恢复，并自2020年6月起摆脱新冠疫情影响。受新冠疫情

影响，公司2020年1-9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13.20%。 

此外，因公司主营的乳制品属于日常消费品，保质期相对较短，为促进产品

销售，疫情期间公司加大买赠销售政策实施力度，2020年一季度公司赠品金额

9,679,928.1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059,698.21元，增幅109.51%。受此影响，

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巴氏杀菌乳、发酵乳、灭菌

乳和调制乳毛利率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主营业务毛利率为23.45%，较上年下降

7.50%，下降幅度较大，自2020年6月公司日常经营全部恢复。受新冠疫情影响，

公司前三季度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2、生产经营相关因素导致利润同比有所减少 

公司以自有资金实施的“日加工600吨液体奶改扩建项目”于2019年末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入固定资产33,118.06万元，自2020年1月开始计提折旧，导

致2020年1-9月生产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1,385.02万元。因年内实施“日加工600吨液体奶改扩建项目”和“金川区万头

奶牛养殖循环产业园项目”，公司加大了融资力度，并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对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利息支出进行了费用化，导致本期融资成本较上期有所增

长。其中，票据贴现融资费用较上期增长7,726,174.22元。此外，本报期内公司

优化牛只种群结构，主动淘汰产奶量、产奶品质较低的牛只，同时本期牛只的养

殖成本因草料等价格上升有所增加，导致公司2020年1-9月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生

产性生物资产（奶牛）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二）发行人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于 2020年 8月 10日通过了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

发审会召开前，发行人已在公告的反馈问题回复及发审委问题回复中就新冠疫情

对公司 2020 年 1-3 月生产经营（包括对各类乳制品销售收入、毛利率、净利润

等）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说明，并进行了公开披露，预计随着新冠疫情在国内

逐渐得到控制，新冠疫情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逐渐消除，乳制品作为日常消费

品的中长期市场需求处于稳定状态，疫情的发展并不会导致产品市场需求出现大

幅波动的情形。 

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25,873,018.45 元，与去年同期减少

79,990,104.74元，其中 2020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00,885,807.57 元，与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利润下滑主要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乳制品行业的市场需求

和公司销售收入、毛利率等中短期（2020 年 2-5 月）影响所致，发审会前保荐

机构已在相关文件中作出风险提示，如下文所述。 

（三）发审会前相关风险提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于 2020年 8月 10日通过了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

发审会前，公司已在《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和《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函的回复报告》中，对公司 2020 年 1-3 月业绩下滑情况做

了详细分析。同时，保荐机构已于《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第十节  风险因素与重大事

项调查”之“二、市场竞争风险”之“（三）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及《华龙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

书》之“第三节  对本次证券发行的推荐意见”之“四、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之“（四）新冠肺炎疫情风险”中对相关情况涉及的风险因素作出提示如下： 

从短期来看，受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品市场销售受到一定冲击，公司

2020年一季度主要产品的销量较 2019年一季度有所下降，导致销售收入较去年

同期下降 27%，对公司业绩产生了一定不利影响。此外，因公司产品属于日常消

费品，保质期相对较短，为促进产品销售，疫情期间公司加大买赠销售政策实施

力度，使得公司主要产品 2020 年一季度的毛利率较以往有所下降，对公司业绩

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沉淀，已发展为区域性龙头企

业，在区域市场具有一定的品牌、市场优势，但不能排除后续疫情恶化对公司销

售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从中长期来看，因公司主营的乳制品属于日常消费品，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社会生活、经济运行将逐步恢复正常运转，产品需求将较快得以恢复。随着

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安全营养理念深入，食品消费升级加快，结合“健康中国”、

“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未来国内乳品消费规模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得到

恢复，甚至出现一定提升。因此，从中长期来看，乳制品市场需求处于稳定状态，

疫情的发展并不会导致产品市场需求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形，不会对未来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业绩变动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的影响 

2020年 1-9月经营业绩下滑主要系新冠肺炎疫情和 2019年末在建工程转固

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增加、融资需求及费用增加等经营性因素影响。随着新冠疫情

在国内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已全部恢复，预计新冠疫情对发行

人生产经营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疫情更是强化了居民的营养健康意识，

根据中国营养学会数据，综合蛋白质含量和氨基酸评分两方面的数据，牛奶位列

“十佳优质蛋白质食物”第二名。卫健委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

营养膳食指导》对一般人群防控营养膳食进行了指导,建议食用各种各样的奶及

其制品，相当于每天液态奶 300克，使得牛奶作为日常消费品进一步得到认可。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在甘肃省本地市场的深耕细作，近年更是得益于



在甘肃省内各地市级、县级、部分乡镇市场的拓展营销网络下沉策略，加强了对

本地市场奶源和销售渠道的控制，市场份额保持稳定。公司自成立至今二十年，

在甘肃、青海地区有着成熟稳定的市场，并建立了较为知名的区域乳品品牌影响

力，部分消费者忠诚度较高。公司通过渠道开发，社区会员营销等营销措施，进

一步拓宽终端消费者的覆盖面，实现小区即能购买产品、食堂即能喝到鲜奶。因

此，公司自身的经营能力与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三、业绩变动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影响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是为了从源头上加强产品质量控制、进一步提升自有原奶

供应比例而新建的项目。随着新冠疫情在国内逐渐得到控制，新冠疫情对公司日

常经营的影响逐渐消除。同时，公司自 2008 年以来投资兴建多个标准化牧场，

具有丰富的牧场管理经验，募投项目涉及的技术、人员、资金、市场等方面已做

好充足准备。2019 年以来，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项目建设，截至目前部分

区域已达到可使用状态（奶牛养殖），预计将按照项目建设的时间计划或提前投

产，延期可能性较小。 

此外，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参数，均参考公司 2018 年的经营数据，较

为谨慎。受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作为日常消费和防疫保障物资

的原料奶近期价格回暖，预计未来一定时期内市场价格走势将不会下行，甚至可

能继续回暖，因此该项目测算效益在项目建成投产后实现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变动的因素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尽管如此，不排除新冠疫情再次爆发，会给本次募投项目造成不利影

响的风险。 

四、会后事项专项核查 

1、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的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发行人

律师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发

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没有发生其他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

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

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材料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出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0]54 号）即《关于对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石培爱、胡林采取出具警

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保荐代

表人石培爱、胡林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

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受到的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对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不构成实质影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石培爱、胡林未

发生变更。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霍吉栋、杨小军、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魏才香、张颖莉均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

罚，亦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未做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发行人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

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自通过发审会审核日（2020 年 8月 10日）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无媒体质疑。 

18、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9、发行人自通过发审会审核日（2020 年 8月 10日）至本次发行完成上市

日期间，如发生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20、发行人在批文有效期、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发行。 

21、发行时不存在利润分配事项、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未实施完毕的情形。 

综上所述，自发行人通过发审会审核日（2020年 8月 10日）起至本承诺函

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15号文》、《备忘录 5号》以及《257号文》中所述的

可能影响本次发行条件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

事项，亦不存在其他会影响本次发行的事项。本次发行仍符合发行条件。 

本保荐机构承诺：本次向发行对象提供的材料与封卷稿无差异；本次发行过

程、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

定遵循公平、公正原则。询价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

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等与本次发行

相关的中介机构，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包括未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完成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

且上述机构和人员亦不会通过资产管理产品计划等方式间接参与认购。 

特此承诺。



（本页无正文，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承诺函》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石培爱                         胡林 

 

 

总经理：                      

                 苏金奎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陈牧原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