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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声 明 

本说明书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挂牌转让的情况，投资者在作出

交易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该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策依据。现就挂牌

转让事宜作如下声明和提示： 

一、本公司董事会保证股权挂牌转让说明书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全体董事承诺对该说明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二、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凡说明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直接或

通过齐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向本公司查询。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齐鲁股权交易

中心有关规定，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

义务和责任。 

四、齐鲁股权交易中心以及有关备案机构对本公司股权挂牌转让等有关事项

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五、齐鲁股权交易中心不承担任何由于政策和市场变化给股权挂牌转让和投

资者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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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次挂牌转让说明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1、一般词汇 

山东华梦、华梦科技、申请人 指 山东华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张广伟 

执行董事 指 张广伟 

监事 指 刘琰 

齐鲁股交中心 指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推荐机构 指 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律所 指 山东方良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2、专业词汇 

存栏量 指 
存栏量是指某一阶段，如年初、某月、某季或年末的各类牲畜(成畜、

幼畜，公畜、母畜等)的实有数。 

出栏量 指 
当年(或当季)农村和城镇住户与单位及厂矿饲养的，供屠宰并已出栏

的全部数量(头数、只数)包括出售和自宰自食两个部份。 

长白猪 指 

原产于丹麦，也称兰德瑞斯猪。因体型修长，毛色全白，故称长白猪。

具有产仔数多、饲料转化率、通体瘦肉率高等特点。主要作为曾祖代、

祖代使用。 

注：本挂牌转让说明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

各分数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投资本公司的股权会涉及一系列的风险，因此，投资者在投资前，敬请将下



山东华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挂牌转让说明书摘要 

2-2-4 

 

列风险因素连同本挂牌转让说明书中其他内容一并考虑。下列风险因素是按照影

响投资决策程度排序的，但该排序并不表示风险因素会依次发生。（风险因素可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所列，推荐机构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按重要性列示企业所存

在的真实风险。） 

一、产业政策风险 

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中央及各地方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

关于生猪养殖的调控政策，包括猪肉储备、猪肉价格调控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国

家出台畜牧产业政策的意图，主要是为了扶持其健康发展，充分调动规模养殖户

的积极性，加快畜牧业养殖方式转变，提高畜牧产品质量，促进畜牧养殖向规模

化发展。尽管如此，发行人仍存在短期内因国家对生猪或家禽产品市场价格的政

策调控而影响公司短期盈利的风险。 

从中长期来看，国家生猪及家禽行业的产业政策，如国家储备肉制度、《防

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能够对宏观调控肉类市场、稳定物价发

挥良好作用，但是其仍存在短期内抑制肉类市场价格上涨而导致畜禽市场价格回

落的可能性，并对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如：2015 年 4 月

开始猪肉价格连续上涨，国家相关部门采取了相关措施，使猪肉价格飞涨得以抑

制，并出现短期回落。同时，公司的生猪产品销售价格也随之出现了下滑。 

国家生猪及家禽养殖产业政策旨在促进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防止价格剧烈

波动，稳定畜牧生产，维护养殖户利益，对发行人长期盈利能力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食品安全风险 

食品安全关系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息息相

关。“三聚氰胺”、“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打击了消费者对我国畜牧

业和食品行业的信心，也暴露了我国畜牧行业的质量控制和产品安全问题，使得

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和消费大众关注的焦点。 

尽管本公司一直把食品安全作为企业宗旨，没有出现过任何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但不排除某个产业链环节出现疏忽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的食品安全问

题，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将给公司品牌形象、生产运营和经营业绩造成较大

的负面影响。 

三、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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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生猪饲养、猪肉屠宰加工行业集中度较低，各个大型企业虽具有

一定的区位优势，远未形成具有全国优势的大型农牧集团。我国猪肉市场容量广

阔，各大型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都非常低，各个规模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并不激烈，

但如果公司不能抓住有利时机扩大现有优势产品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竞争优

势，则可能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风险。 

四、行业周期风险 

生猪饲养及屠宰加工行业是一个相当持久的行业，人们的饮食习惯决定了猪

肉在肉类消费中占相当比重，未来该行业将持续发展。生猪饲养及屠宰加工行业

具有的持久性以及巨大的顾客群体，使得猪肉的需求量没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但是，在全国大多数市场，每年冬季猪肉的消费量及猪肉价格略高于其他季节，

年中的时候量价均降至一年中最低。出现这种季节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

的猪肉消费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五、动物疫情风险 

疫情，作为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是影响畜禽业的最大风险。疫情风险是导

致国内生猪行业规模化程度较低的最主要因素。 

动物疫情尤其是传染性疫病的爆发，对于大规模集中饲养的企业影响较大，

不仅造成饲养的畜禽短期内大量死亡，给企业造成重大直接经济损失，而且疫病

的爆发还将直接给消费者造成心理负担，使其消费量减少，造成相关企业产品滞

销。 

公司主营业务为种猪、仔猪的生产销售。近年来我国生猪生产中的疫病情况

明细增多，例如高致病性蓝耳病、猪圆环病毒病、猪细小病毒病、猪附红细胞体

病等。目前我国的生猪养殖以农村散养为主，饲养环境较差，容易发生疫情。如

果生猪养殖行业在某个区域爆发疫病，将会导致消费者的心理恐慌，并直接影响

本公司产品的销售。 

公司养殖基地建在环境相对封闭的郊区，并采取了严密的疫情联防措施，从

以往经营情况看，公司尚未发生过重大疫情，但是并不排除未来发生动物疫情的

可能，一旦发生疫情将会对公司的经营生产不利。 

六、自然灾害风险 

除此之外，公司的生猪养殖业务易受干旱、水灾、地震、冰雹、雪灾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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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的影响。在公司生产基地及周边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均可能造成养殖场、其

他设施或设备的重大损坏或灭失，生猪存栏或出栏数的大量减少，进而给公司的

业务、收入及盈利造成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可为存栏母猪购买养殖业保险，其保险责任范围包括因

重大病害、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其他灾害而引起的损失。公司亦在对各类自然

灾害进行有效预防的同时，应用科学的管理和养殖技术，不断提高本公司的生猪

养殖技术，以减少自然灾害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七、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的风险 

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自 2008 年开始，公司畜牧、家禽饲养收入免征

企业所得税。 

公司销售的主要产品系初级农产品，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

定免征增值税。 

如果上述所得税、增值税的法律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公司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将会对公司盈利及财务状况发生较大的影响。 

八、猪源供给不足的风险 

当前，猪源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猪肉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活

猪的供应量和品质直接决定了公司优质猪肉产品的产销量和质量，对公司业务具

有重大影响。 

尽管公司所在地区活猪存栏量较为充足、品质较高、基础相对良好，但是行

业内总体上供给紧张局面仍较为严重，其他地区的大型猪肉屠宰企业将有可能与

公司争夺本地区的猪源，公司面临供给不足的风险。 

九、公司治理风险 

公司作为一家民营中小企业，存在着管理人才缺位和管理制度不完善的问

题，与现代企业管理结构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公司股改挂牌，公司在战

略规划、制度建设、机构设置、运营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必将面临更多改进。

这些改进虽然是管理上的问题，但是只有公司在制度和机构上进行了完善，才能

更好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人尽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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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山东华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广伟 

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14日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益都东路 3999号青州创业创新大厦 1710号 

经营范围：畜牧农产品购销、农业技术研发转让，生猪养殖（仅限有资质的

分支机构生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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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长白猪 

邮政编码：262500 

电子邮箱：18763630999@163.com 

电话：18763630999 

山东华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始建于 2013年 11月，公司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

州市益都东路 3999号青州创业创新大厦 1710号，注册资本 300万元。 

公司专业致力于生猪养殖、农业技术研发、畜牧农产品购销。主要经营范围：

一是畜牧农产品购销；二是农业技术研发转让；三是生猪养殖。产品畅销国内各

地。公司坚持“食品安全是华梦人生命”的企业宗旨，以求真务实的创业精神，

不断开拓进取。“华梦”商标已经国家商标局注册。 

二、公司股权结构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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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股权结构 

 

（二）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证件号码 

出资情况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实收资本（万元） 出资方式 

张广伟 37078119780112361X 69.00 23.00 13.80 货币 

李春芝 220522196705210045 57.00 19.00 11.40 货币 

孙凤云 370721196003100527 39.00 13.00 7.80 货币 

张宗悫 370721196506293634 39.00 13.00 7.80 货币 

刘琰 370781199007243621 39.00 13.00 7.80 货币 

王棉国 370702196308243212 21.00 7.00 4.20 货币 

赵桂芳 370721195708093828 18.00 6.00 3.60 货币 

张伟 370781198201064067 18.00 6.00 3.60 货币 

合计  300.00 10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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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张广伟实际持有申请人 4.6%的股权，为申请人的控股股东。 

经推荐机构和律所核查申请人成立至今的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资料及其他

相关资料，自 2013年 11月 14日公司成立以来，公司法定代表人经历 2次变更，

由杨全爱变更为钟安信，2015年由钟安信变更为张广伟，张广伟担任执行董事、

总经理，并为法定代表人。在历任执行董事经营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运

行良好。2015 年张广伟为华梦农业的第一大股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为法

定代表人，对华梦农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人事、财务、投资决策等事项能够产生

重大影响。因此，张广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四）董事、监事、高管持股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任职/ 

近亲属关系 
持股（万元） 

薪酬 

（元/年） 

1 张广伟 
董事 

执行董事、总经理 
13.80 45,000.00 

2 刘琰 
监事 

财务总监 
7.80 30,000.00 

三、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主要业务为：生猪养殖。 

（二）主要产品 

本公司产品主要为长白猪，长白猪原名是兰德瑞行猪，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腌

肉型猪之一。原产于丹麦，在世界许多国家均有饲养。我国 1964 年起先后从瑞

典、日本、英国、荷兰和法国引进，1980 年首次从原产国丹麦引进种猪，丹麦

长白猪质量最优。现遍布各省、自治区，生产性能已接近甚至超过国外水平。成

年猪体重为 200 千克左右，大的可达 400-500 千克，体长 170 厘米左右，体高

84厘米。 

（三）主营产品销售情况 

1、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升级。 

2、报告期内产品销售区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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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理位置划分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内。 

3、报告期内销售客户前五名情况 

2015年 1-11月：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全部营业收入比例 

董春肖 1,183,452.29 36.46 

付玉玲 899,100.00 27.70 

赵文玲 670,000.00 20.64 

刘刚 493,382.00 15.20 

合计 3,245,934.29 100.00 

2014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全部营业收入比例 

刘刚 1,149,063.80 33.79 

付玉玲 900,500.00 26.48 

赵慧霞 768,820.20 22.61 

董春肖 582,366 17.12 

合计 3,400,750.00 100.00 

四、公司财务状况 

1、资产负债表 

资产 2015 年 1－11 月 2014 年 2013 年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51,736.17 413,530.80 352,742.07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520,825.59 459,730.06  

   预付款项 350,0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92,305.82 67,818.96  

   存货 537,781.21 214,6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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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952,648.79 1,155,764.82 352,742.0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74,166.00 274,166.00 37,774.00 

   减：累计折旧 32,166.53 13,649.92  

   固定资产净值 241,999.47 260,516.08 37,774.00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14,000.00 114,000.0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55,999.47 374,516.08 37,774.00 

资产总计 2,308,648.26 1,530,280.90 390,516.07 

资产负债表（续表）：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2015 年 1－11 月 2014 年 2013 年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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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7,229.74 139,741.26  

   预收款项 287,834.20 214,937.80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56,604.90 461,049.7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预提费用    

流动负债合计 1,431,668.84 815,728.8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431,668.84 815,728.8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27,697.94 11,455.21  

其中：法定公益金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49,281.48 103,096.89 -209,4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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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76,979.42 714,552.10 390,516.07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876,979.42 714,552.10 390,516.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08,648.26 1,530,280.90 390,516.07 

2、利润表 

项目 2015年 1－11月 2014 年 2013 年 

 一、营业总收入 3,245,934.29 3,400,750.00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3,245,934.29 3,400,750.00  

          其他业务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203,289.97 3,076,542.56 209,483.93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2,564,234.35 2,695,465.00  

         其他业务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66,209.00   

         管理费用 573,082.90 376,613.35 209,599.00 

         财务费用 -1,100.74 -864.57 -115.07 

         资产减值损失 864.46 5,328.7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2,644.32 324,207.44 -209,483.93 

    加：营业外收入 131,228.00   

    减：营业外支出 11,445.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62,427.32 324,207.44 -209,483.93 

    减：所得税费用  171.4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2,427.32 324,036.03 -209,483.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7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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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7 0.54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 162,427.32 324,036.03 -209,483.93 

3、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15 年 1－11 月 2014 年 2013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257,118.04 3,151,314.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03,149.70 393,410.31 115.0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60,267.74 3,544,724.31 115.0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289,842.08 2,710,842.1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90,091.00 217,372.00 32,000.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1.4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42,129.29 145,591.43 177,599.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22,062.37 3,073,976.94 209,599.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205.37 470,747.37 -209,483.9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409,958.64 37,774.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9,958.64 37,774.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9,958.64 -37,774.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6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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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8,205.37 60,788.73 352,742.0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13,530.80 352,742.0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51,736.17 413,530.80 352,742.07 

五、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5 年 1-11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一）每股指标分析    

1、每股净资产（元） 1.46 1.19 0.65 

2、每股收益（元） 0.27 0.54  

3、每股资本公积金（元）    

4、每股未分配利润（元） 0.42 0.17 -0.35 

5、每股现金流量（元）    

（二）偿债能力    

1、流动比率（倍） 1.36 1.42  

2、速动比率（倍） 0.99 1.15  

（三）资本结构    

1、资产负债比率 62.01% 53.31%  

2、股东权益比率 37.99% 46.69% 100% 

3、固定资产比率 10.48% 17.02% 9.67% 

（四）利润构成    

1、主营业务收入（元） 3,245,934.29 3,400,750.00  

2、主营业务成本（元） 2,564,234.35 2,695,465.00  

3、利润总额（元） 162,427.32 324,207.44 -209,483.93 

4、所得税（元）  171.41  

5、净利润（元） 162,427.32 324,036.03 -209,4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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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盈利能力    

1、销售毛利率 21% 20.74%  

2、销售净利率 5% 9.53%  

3、总资产报酬率 8.46% 33.76% -107.29% 

4、净资产收益率 18.52% 45.35% -53.64% 

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元） 
   

（六）经营能力    

1、应收帐款周转率（次） 6.62 14.79  

2、存货周转率（次） 6.82 25.11  

（七）现金流量分析    

1、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额(元) 38,205.37 60,788.73 352,742.07 

2、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元) 38,205.37 470,747.37 -209,483.93 

3、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元) 3,257,118.04 3,151,314.00  

4、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占主营收入比例 100.34% 92.637%  

（八）税项    

1、增值税率    

2、企业所得税率    

六、利润分配政策 

（一）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华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章程》，本

公司现行的股利分配政策为： 

1、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1）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2）提取法定公积金，按应当提取利润的 10%计提； 

3）提取任意公积金； 

4）支付因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而应当缴纳的罚没财产和款项； 

5）支付股东股利。 

2、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不在弥补公司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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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 

3、股东会决议将公积金转为股本时，按股东原有股份比例派送新股。但法

定公积金转为股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 25％。 

4、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

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5、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权方式分配股利。 

（二）近两年一期利润分配情况 

公司近两年一期未进行过股利分配。 

七、发展规划概况 

（一）发展目标 

山东华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3 年成立以来，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

目前生猪养殖生产已出具规模，具备生产和发展的条件。鉴于近两年运营中的经

验和教训，鉴于当地及周边畜牧养殖行业发展的现状及同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商机

和困难，以本次挂牌为契机，一方面在进一步完善基地设备的同时，逐步完善产

业链，适度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推动企业文化建

设，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经营行为，培育核心竞争力，提高抗风险能力。

争取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内，将品牌做大做强。 

（二）具体发展业务计划 

公司计划在未来三到五年间达产达效，业务计划如下：  

1、固基夯实期（一到两年） 

（1）建立华梦公司母猪基地（户均 30-50头）规模户 50户，其中“中药实

验”基地 15-20户。 

（2）建立华梦公司育肥基地（或大户）（年出栏量 100 头左右）20 个，其

中“中药实验”基地 15个。 

（3）成立绿色中药生产基地，研究和开发多种畜禽的中药饲料、饲料添加

剂，提高猪肉附加值，以中档猪肉开发为主，实验经营持平。 

2、蓄势待发期（一到两年） 

（1）猪肉年出栏量 5000头以上：产品以中档产品为主，积极探索高档产品

开发，年实现利润 200-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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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母牛基地累计达到 150个，其中“中药基地”达到 100个。 

（3）公司建立育肥基地累计达到 40个，其中“中药基地”20个以上。 

（4）建立 3个以上中药生产基地，扩大中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规模。 

3、正常营运期 

（1）扩大高档产品规模，使高中档产品各占 50%，逐步向高档产品开发为

主转变；年实现利润六万元以上。  

（2）公司母牛基地累计达到 300个，其中“中药基地”占到 80%以上。 

（3）公司建立育肥基地累计达到 100个，其中“中药基地” 占到 80%以上。 

（4）中药生产基地达到规模化、产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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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挂牌各方当事人 

一、挂牌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华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广伟 

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14日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益都东路 3999号青州创业创新大厦 1710号 

经营范围：畜牧农产品购销、农业技术研发转让，生猪养殖（仅限有资质的

分支机构生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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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长白猪 

邮政编码：262500 

电子邮箱：18763630999@163.com 

电话：18763630999 

二、本次挂牌转让的有关机构 

（一）推荐机构 

名    称：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161号 

法定代表人：肖东义 

推荐经办人：肖东义、杨国璋 

电    话：13905363839 

传    真：0531-86981660 

（二）审计机构 

名    称： 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161号 

法定代表人： 肖东义 

经办注册会计师：肖东义、杨国璋 

电    话：1390536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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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0531-86981660 

（三）律师事务所 

名    称：山东方良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燕子山西路 2号中天汇丽华城 B座二单元 1301室 

负 责 人：方梁 

经办律师：段友霞 

电   话：13355087711 

传   真：0531-80961258 

（四）挂牌的股权交易机构 

名    称：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路 66号 

电    话：0533-2770150 

传    真：0533-2770150 

（五）股权登记托管机构 

名    称：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路 66号 

电    话：0533-2770150 

传    真：0533-277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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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挂牌公司：山东华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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