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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设食品科技产业孵化集聚区项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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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中炬高新食品科技产业孵化集聚区（暂定名，
以下简称 “本项目”）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8,513.28 万元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主营业务，增强竞争优势，公司拟通过下属全
资子公司中山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施食品科技产业孵化集聚区
项目的投资计划，达到年新增可出租物业面积约 17.5 万平方米（以
计容面积计算）。项目实现年均营业收入 8,545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
4,621 万元，净利润 4,249 万元。
2019 年 8 月 22 日，中炬高新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出席
会议的 8 名董事全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中炬高新食品科技
产业孵化集聚区项目》的议案。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实施主体
中山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公司”），是中炬
高新 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二）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已于火炬开发区珊洲村购置工业土地 4.98 万平方米（合
约 74.6 亩），计划建设食品及科技孵化楼、厨邦食品研究院（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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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及美味鲜人才公寓共 11 栋，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21.5 万平方米（容
积率 3.5，计容面积不超过 17.5 万平方米，不计容面积不超过 4 万平
方米），建设期三年。
（三）投资构成及资金筹措方案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88,513.28 万元，其中初始投资 53,667.31 万元，
后续在运营过程中项目将经过再改造，再投资 34,845.97 万元。初始
投资资金主要以自筹为主，以银行借款为辅，中炬高新拟增资 4.76
亿元，将创新公司实收资本增加至 5 亿元；后续改造主要以存续资金
进行滚动投入。
（四）项目实施期限
本项目建设期为 36 个月，至 2022 年 11 月止。
二、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中山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中炬高新 100%持股的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5 亿元（认缴），实收资本 2,400 万元；注册地址：火
炬开发区大厦三楼；法定代表人：李翠旭。主营范围：受托管理企业
和企业资产、实业投资、科技项目开发、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生产销售金融电子产品。
创新公司是中炬高新重要的对外投资平台，持有广东美味鲜调味
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味鲜公司”）25%的股权，持有广东中
汇合创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合创公司”）5.727%股权。
美味鲜公司是中炬高新全资子公司，位于中山火炬开发区健康基地，
注册资本 5 亿元，是以酱油为业务基础，专业从事调味品研发、生产、
销售的国内知名调味品企业。2018 年度，美味鲜公司调味品整体产
出 54 万吨，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8.5 亿元，净利润 6.36 亿元。创新公
司通过投资美味鲜公司，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中汇合创公司是中炬高新控股子公司，合计持股比例 89.24%。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10.6533 亿元，位于火炬开发区大厦七楼；主要
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中汇合创公司拥有中山岐江新城 1,153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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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地资源，增值空间巨大。随着地块的逐步开发，房地产业务将为
中汇合创公司创造可观收益。2018 年度，中汇合创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8,773 万元，净利润 3,039 万元。
创新公司也是中炬高新运营创业孵化园区的重要平台。2000 年，
创新公司与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公司共同建立与运营中山火炬创业
孵化小区。小区占地面积 100 亩，共开发物业面积 5 万平方米，10
多年间成功引进及孵化了 20 多家民营、外资等科技型企业，为中炬
高新园区开发及项目孵化业务作出了较大贡献；并为孵化小区的设立
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创新公司近三年（经审计）销售收入、利润及资产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项目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项目
总资产
归母净资产

2018 年度
0
0.37
2018 年末
2.95
2.91

2017 年度 增幅（%）
0
0
3.12
-88.14
2017 年末 增幅（%）
2.59
13.90
2.54
14.57

单位：亿元
2016 年度
0
0.25
2016 年末
2.45
0.42

注：创新公司归母净利润主要来自美味鲜公司分红，在中炬高新
合并报表中将被抵消。
三、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占地面积 4.9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不超过 21.5 万平方米。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办公、研发楼（可用作办公或孵化厂房）
9 幢，共约 14.5 万平方米；美味鲜人才公寓 2 幢，共约 3 万平方米；
架空层及地下室不超过 4 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主要以办公厂房形
式为主，在运营期经过 3 次改造，不断对孵化器进行升级，后期主要
以写字楼为主，并根据入园企业的需求，投入资金配套高水平的实验
室。
四、项目对中炬高新未来发展的影响
1、本项目将促进健康食品产业持续发展。
3

证券代码：600872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公告编号：2019-046

公司确立了“聚焦健康食品主业，把公司打造成为国内超一流的
综合性调味品集团企业”的战略发展定位。本项目是在园区管理招商、
建设、租赁、管理、服务多年经验积累下，将根据健康食品发展所需，
建设 6,000 平方米的厨邦食品研究院（暂定名），引进和孵化部分食
品科技企业，延展整合食品产业链，拓展调味品健康食品多品类发展。
发挥公司食品产业优势，并带动装备制造、生物科学、电子信息等相
关产业的发展，实现集团的资源整合，促进公司的健康食品业务持续
健康发展。
2、本项目将增大工业地产营业收入及利润，改变公司资产结构。
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管理是中炬高新成立最初的主营业务。随着园
区开发的日渐完善及调味品业务的崛起，工业地产业务占集团整体的
营收比例逐步下降。目前公司可出租房产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多以
旧式厂房为主），年租金收入约 3,000 万元。本项目的实施，公司投
资性房产面积将增加一倍，年均租金收入将增加两倍，营业利润也将
大幅增加；为公司整体业绩增长做有益的补充。本项目将提升公司投
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余额。
3、项目初期对中炬高新业绩造成一定压力，长期带来稳定收益。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年均净利润虽达到 4,249 万元，
但项目实施前期主要以厂房形式出租，租金收入较低，且为吸引客商
进驻，一般会采取临时性的优惠措施，因此项目前期收益较低。但是，
本建设项目能够提高中炬高新整体创新能力：一方面，随着食品、装
备制造、生物医药以及电信信息等行业的优质项目入住，未来可投资
项目存在着巨大的潜在收益；另一方面，公司能够吸收食品科技产业
孵化聚集区带来的知识和人才溢出效应，提高公司的创新氛围和创新
文化。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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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提升本区域的科技创新水
平，具有良好发展前景。
2、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合理，流动资产充足，有能力承担本项目
建设所需的资金需求。
3、本项目在增强公司园区建设招商功能的同时，发挥食品制造
行业优势，带动装备制造、生物科学、电子信息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实现集团的资源整合，促进公司的健康食品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4、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总投资 8.85 亿元，实现
年均营业 8,545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 4,621 万元，净利润 4,249 万元。
可增厚公司未来 20 年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为投资者带来可
观的回报。
由此，独立董事同意中炬高新食品科技产业孵化集聚区项目的实
施；公司经营班子需有效控制项目实施的进度，灵活、稳健地开展资
金筹措和调度；将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向董事会报告，达到信息披露要
求的，及时履行公告手续。
六、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8.85
亿元，额度在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之内，本议案在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中炬高新食品科技产业孵化集聚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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