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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5日上午9:0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

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2018年1月12日通过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秦英林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2018年1月1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2017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84,091.46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84,091.46万元。中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公司募投项目投入情况出具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兴华核字（2018）第 140001号）。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对此项议案作出了决议，同意

公司用募集资金84,091.46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告》详见2018年1月1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投入的情况下， 使用2017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

（含）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6个月以内（含）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在该15亿元人民币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

用，同时拟授权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曹治年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2018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有效；并且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同

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2018年1月1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2018年1月1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将“扶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中“扶沟牧原七场” 部分生猪养殖项目的地点变更为“扶沟牧原十六

场” 。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详见2018年1月1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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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1月15日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召

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1月12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褚柯女士主持。本次会

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议

案》。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同意公司使用2017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84,091.46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84,091.46万元。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告》详见2018年1月1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本次公司计划使用部分2017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符合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等规定，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管理收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进展带来任何不利影响，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2018年1月1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公司将“扶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中“扶沟牧原七场” 部分生猪养殖项目的地点变更为“扶沟牧原十六

场” ，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

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详见2018年1月1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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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1、根据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和2017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65号文以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中兴华验字（2017）第140004号《验资报告》，截至2017年12月26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24,759,300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247,593.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1,624.02万元，募集资金净额245,968.98万元将用于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2、募集资金用于生猪产业化项目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

（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额（万元）

1

内蒙古翁牛特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70

万头

生猪养殖建设项

100,628.94 100,628.94 87,219.45

2

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60

万头生

猪养殖建设项目

80,216.24 74,021.81 64,938.79

3

辽宁建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

养殖建设项目

64,845.00 55,629.56 46,694.56

4

黑龙江兰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

万头生

猪养殖建设项目

27,190.46 27,190.46 24,026.39

5

吉林农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

20

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38,744.82 26,495.61 23,089.79

合计

311,625.46 283,966.38 245,968.98

3、用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增资金额（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

（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

（万元）

本次变更前注册资本

（万元）

变更后注册资本

（万元）

1

内蒙古翁牛特

牧原农牧有限

公司

87,219.45 28,000.00 59,219.45 2,000.00 30,000.00

2

内蒙古开鲁牧

原农牧有限公

司

64,938.79 28,000.00 36,938.79 2,000.00 30,000.00

3

辽宁建平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

46,694.56 28,000.00 18,694.56 2,000.00 30,000.00

4

黑龙江兰西牧

原农牧有限公

司

24,026.39 18,000.00 6,026.39 2,000.00 20,000.00

5

吉林农安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

23,089.79 18,000.00 5,089.79 2,000.00 20,000.00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2018年1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分别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2018年1月16日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本次投资系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进行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2017年9月30日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

称

成立

时间

注册

资本

注册

地点

法定

代表

人

主营业务

公司持股比

例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内蒙古

翁牛特

牧原农

牧有限

公司

2016/

6/22

2,000

内蒙

古翁

牛特

旗

李鹏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

购销；饲料加工、销售；农作物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销售；畜牧机

械加工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

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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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24,441.29 22,734.63 1,706.66 89.98 -253.09

2

内蒙古

开鲁牧

原农牧

有限公

司

2016/

7/26

2,000

内蒙

古自

治区

开鲁

县

郭大

军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

购销；饲料加工销售；农作物 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销售；畜产品

加工销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

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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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27,714.64 26,052.60 1,662.04 178.46 -304.38

3

辽宁建

平牧原

农牧有

限公司

2016/

9/8

2,000

辽宁

省建

平县

李鹏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

购销；饲料加工销售；农作物 种

植；林木培育、种植及销售；畜产品

加工销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

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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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17.61 8,201.26 1,816.35 455.98 -158.32

4

黑龙江

兰西牧

原农牧

有限公

司

2016/

9/12

2,000

黑龙

江省

兰西

县

李亚

杰

生猪养殖及销售，生猪良种繁殖，

粮食购销，饲料加工，林木育苗及

销售，牲畜屠宰及肉类加工，畜牧

机械加工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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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6,600.46 4,736.20 1,864.26 1.07 -129.59

5

吉林农

安牧原

农牧有

限公司

2016/

7/29

2,000

吉林

省农

安县

李亚

杰

生猪养殖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

销，饲料加工销售，农作物种植，林

木培育和种植，养殖技术的服务推

广，猪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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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9,331.06 17,613.39 1,717.67 143.71 -235.26

四、增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完成后，随着项目的逐步投产，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将不断增强，净资产

收益率将逐步提高。

2、本次增资可能存在市场及行业风险。如果项目投产后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影响投资项目的实施效果。如

宏观经济波动，人们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变化，消费心理的变化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猪肉的消费需求。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本公司将加大市场销售渠道建设，提高产品市场份额，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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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情况

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65号文核准，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牧原股份” 、“公

司” ）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发行数量为2,475.93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75,93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6,240,173.8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459,689,826.11元。上述资金已于2017年12月26日到

位，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验字（2017）第140004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和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优先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项目备案

1

内蒙古翁牛特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7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00,628.94 87,219.45

翁发改备案字

[2016]31

号

翁发改备案字

[2016]33

号

2

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6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80,216.24 64,938.79

开发改备案字

[2016]16

号

开发改备案字

[2017]4

号

3

辽宁建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64,845.00 46,694.56

建发改备

[2016]62

号

建发改备

[2017]4

号

4

黑龙江兰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7,190.46 24,026.39

兰发改备案

[2016]228

号

兰发改备案

[2016]229

号

5

吉林农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

出栏

2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38,744.82 23,089.79

农发改审批字

[2016]116

号

农发改审批字

[2016]117

号

合计

311,625.46 245,968.98

为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就公司募投项目投入情况出具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审

核报告》（中兴华核字（2018）第140001号）。截止2018年1月6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

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内容

发行预案承诺

投资总额

截止

2018

年

1

月

6

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本次需置

换金额

可使用

额度

1

内蒙古翁牛特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70

万头生

猪养殖建设项目

新增固定资产

87,219.45 21,587.28 21,587.28 65,632.17

2

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60

万头生猪

养殖建设项目

新增固定资产

64,938.79 33,825.17 33,825.17 31,113.62

3

辽宁建平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

40

万头生猪养

殖建设项目

新增固定资产

46,694.56 7,383.04 7,383.04 39,311.52

4

黑龙江兰西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0

万头生猪

养殖建设项目

新增固定资产

24,026.39 6,873.80 6,873.80 17,152.59

5

吉林农安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年出栏

20

万头

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新增固定资产

23,089.79 14,422.18 14,422.18 8,667.61

合计

245,968.98 84,091.46 84,091.46 161,877.52

根据以上情况，本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84,091.46万元。

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议

案》，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共计84,091.46元。

三、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同意公司使用2017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84,091.46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84,091.46万元。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2、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3、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牧

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兴华核字（2018）第140001号）。

4、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84,091.46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五、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的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就《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项目自筹资金。

六、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兴华核字（2018）第

140001号）

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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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提高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牧原股份” 、“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含）投资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6个月以内（含）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在该15亿元人民币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同时拟授权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曹治年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 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有效；并且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使用总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65号文核准，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牧原股份” 、“公

司” ）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发行数量为2,475.93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75,93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6,240,173.8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459,689,826.11元。上述资金已于2017年12月26日到

位，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验字（2017）第140004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计划

1、投资目的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以增加资金收益。

2、投资品种及期限

有商业银行保本承诺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产品期限不超过6个月。投资品种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风险投资种类，即不含股票及其衍生品投资、基金投资、期货投资、以非房地产为主营业务的上市

公司从事房地产投资、以上述投资为标的的证券投资产品等风险投资。

3、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4、投资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1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5、授权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曹治年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同时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

6、委托理财的要求

公司及子公司在对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合理安排并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及时进行

理财产品购买或赎回，委托理财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资金的需求为前提条件。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较大，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准确预估，公司将根据本次投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以上资金额度内购买不超过6个月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和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门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独立董事将在内审部门审

计的基础上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事会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操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的原则，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和安全运作的前提下，

以短期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保本理财产品的投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实施；且通过适当的保本型短期

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可降低公司整体资金成本，提升公司整体效益，提高股东回报。

五、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使用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购买中信理财之共赢保本步步高升 B�款人民币理财产品，产品编码为B160C0184，

该产品已赎回3,500万。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阳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 S款人民币理财产品，产品代码为0191120108，该产品已赎回

500万。

（三）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8,000万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阳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 S款人民币理财产品，产品代码为0191120108，该产品已赎

回。

（四）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万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阳分行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32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产品代码为2171172483，该产品已赎回。

（五）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7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万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阳分行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63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产品代码为2171173252，该产品已赎回。

（六）公司全资子公司商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分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万元和3,000万元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购买“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 ，该产品已赎回。

（七）公司全资子公司司新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分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5,000万元和5,000万元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60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和“蕴通财富·日增利” S款人民币理财产

品，产品代码分别为 2171174302、0191120108，“蕴通财富·日增利60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已赎回，“蕴通财富·日增利” S款人

民币理财产品已赎回3000万。

（八）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3,000万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阳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51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

（九）公司全资子公司商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9日分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6,000万元和2,000万元向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购买“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 。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2017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定，有利于提高闲置

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任何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七、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计划使用部分2017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符合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等规定，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管理收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进展带来任何不利影响，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八、保荐机构意见

1、牧原股份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牧原股份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并对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基

于以上意见，招商证券对牧原股份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3、《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六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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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加快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老河口牧

原” ）、大荔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荔牧原” ）、白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水牧原” ）、东营市垦利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垦利牧原” ）、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山牧原” ）、河北馆陶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馆陶牧原” ）、新绛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绛牧原”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

甸牧原” ）、吉林通榆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榆牧原” ）生产经营建设，公司拟对以上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具体增

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增资前 增资金额 增资后

老河口牧原

2,000 5,000 7,000

大荔牧原

2,000 14,000 16,000

白水牧原

500 4,500 5,000

垦利牧原

500 6,500 7,000

铜山牧原

2,000 4,000 6,000

馆陶牧原

2,000 3,000 5,000

新绛牧原

2,000 13,000 15,000

林甸牧原

2,000 3,000 5,000

通榆牧原

2,000 3,000 5,000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2018年1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以8票同意， 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2018年1月16日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以上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此次向老河口牧原、大荔牧原、白水牧原、垦利牧原、铜山牧原、馆陶牧原、新绛牧原、林甸牧原、通榆牧原增资

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苏学良

（4）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5）注册地址：老河口市沿江大道水岸新城C1幢102号房

（6）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种植、销售；畜产品初加

工、销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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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经营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老河口牧原总资产2,399.65万元，负债总额404.26万元，净资产1,995.39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

-4.61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7年9月30日，老河口牧原总资产7,838.50万元，负债总额5,616.69万元，净资产2,221.81万元，营业收入883.05万元，

净利润226.42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老河口牧原增资，增资后老河口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大荔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大荔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曹庆伟

（4）注册资本：贰仟万圆人民币

（5）注册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官池镇石槽街南段

（6）经营范围：生猪养殖及销售、饲料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和种植、养殖技术的服务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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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经营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大荔牧原总资产9,987.30万元，负债总额7,984.11万元，净资产2,003.19万元，营业收入243.49万元，净

利润3.19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7年9月30日，大荔牧原总资产32,043.89万元，负债总额29,369.18万元，净资产2,674.71万元，营业收入5,032.31万元，

净利润671.52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大荔牧原增资，增资后大荔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白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白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葛志辉

（4）注册资本：：伍佰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城关镇雷公路庙巷小区南楼五单元五楼西户

（6）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种植及销售；畜产品加工销

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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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经营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白水牧原总资产134.41万元，负债总额134.80万元，净资产-0.39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39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7年9月30日，白水牧原总资产5,925.52万元，负债总额5,444.23万元，净资产481.29万元，营业收入266.37万元，净利

润-18.32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白水牧原增资，增资后白水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东营市垦利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东营市垦利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李翀

（4）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5）注册地址：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绿洲二路与新林二路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北

（6）经营范围：畜禽养殖、销售；农作物种植；林木种植及销售；粮食购销；饲料、畜产品、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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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经营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垦利牧原总资产939.44万元，负债总额439.68万元，净资产499.75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25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7年9月30日，垦利牧原总资产12,507.94万元，负债总额11,782.32万元，净资产725.62万元，营业收入1,034.26万元，

净利润225.86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垦利牧原增资，增资后垦利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五）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王开放

（4）注册资本：2000万元整

（5）注册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单集镇中心中学北200米

（6）经营范围：生猪养殖及、销售及屠宰加工，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农作物种植、销售，林木培育、种植及

销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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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经营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铜山牧原总资产2,116.49万元，负债总额139.80万元，净资产1,976.69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

-23.31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7年9月30日，铜山牧原总资产14,999.85万元，负债总额12,032.57万元，净资产2,967.28万元，营业收入3,303.14万元，

净利润990.58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铜山牧原增资，增资后铜山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六）河北馆陶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河北馆陶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贾飞

（4）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5）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工业小区陶艺路西侧

（6）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种植及销售；畜产品加工销

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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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经营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馆陶牧原总资产2,113.54万元，负债总额133.88万元，净资产1,979.66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

-20.34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7年9月30日，馆陶牧原总资产7,547.84万元，负债总额5,517.71万元，净资产2,030.13万元，营业收入1,231.54万元，净

利润50.47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馆陶牧原增资，增资后馆陶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七）新绛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绛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曹庆伟

（4）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5）注册地址：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龙兴镇正平街90号

（6）经营范围：生猪养殖、销售及养殖技术的服务推广；饲料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和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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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经营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新绛牧原总资产11,117.19万元，负债总额9,232.83万元，净资产1,884.36万元，营业收入583.72万元，

净利润-115.64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7年9月30日，新绛牧原总资产28,955.08万元，负债总额26,081.82万元，净资产2,873.26万元，营业收入8,403.51万元，

净利润988.9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新绛牧原增资，增资后新绛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八）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赵伟伟

（4）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5）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西南街（建设路西二段路南）

（6）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种植及销售；畜产品加工、

销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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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经营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林甸牧原总资产0万元，负债总额0万元，净资产0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以上数据已

经审计）。

截止2017年9月30日，林甸牧原总资产5,999.00万元，负债总额4,090.62万元，净资产1,908.38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

-91.62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林甸牧原增资，增资后林甸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九）吉林通榆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吉林通榆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李亚杰

（4）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5）注册地址：吉林省通榆县繁荣街广白路（四海明珠21号楼东至西第2门）

（6）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种植及销售，畜产品加工销

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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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经营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通榆牧原总资产0万元，负债总额0万元，净资产0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以上数据已

经审计）。

截止2017年9月30日，通榆牧原总资产3,501.68万元，负债总额1,559.55万元，净资产1,942.13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

-57.87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此次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通榆牧原增资，增资后通榆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老河口牧原、大荔牧原、白水牧原、垦利牧原、铜山牧原、馆陶牧原、新绛牧原、林甸牧原、通榆牧原的经营

发展，提升竞争力和生产经营规模，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强融资能力。本次增资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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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 、 “公司” ）于2018年1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现就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62号文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 、“公司”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124,717,239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4.6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76,774,286.13元，扣除发行费用

26,443,096.9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050,331,189.15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

验字（2017）第140001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经公司2016年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7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项目备案

1

新河牧原生猪产业化项目

1.1

新河牧原一场

19,251.28 18,237.22

新行批备字

[2016]29

号

1.2

新河牧原四场

12,420.50 11,766.25

新行批备字

[2016]30

号

小计

31,671.78 30,003.47

2

商水牧原第一期

45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

目

2.1

商水县大武乡雷庄村

11,564.21 8,752.08

豫周商水农业

[2017]02243

2.2

商水牧原二场

4,957.86 4,957.86

豫周商水农业

[2016]01298

2.3

商水牧原三场

15,948.52 15,948.52

豫周商水农业

[2016]01329

2.4

商水牧原四场

6,132.02 6,132.02

豫周商水农业

[2016]01333

2.5

商水牧原五场

6,810.42 6,810.42

豫周商水农业

[2016]01336

小计

42,600.90 42,600.90

3

西华牧原第一期

27.5

万头生猪产业化

项目

3.1

西华牧原一场

7,252.43 7,252.43

豫周西华农业

[2015]19851

3.2

西华牧原二场

15,828.55 15,828.55

豫周西华农业

[2015]19853

3.3

西华牧原三场

4,952.92 4,952.92

豫周西华农业

[2015]19858

小计

28,033.90 28,033.90

4

太康牧原第一期

25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

目

4.1

太康牧原四场

8,736.76 8,736.76

豫周太康农业

[2016]01108

4.2

太康牧原六场

5,439.58 5,439.58

豫周太康农业

[2016]01107

4.3

太康牧原七场

4,310.44 4,310.44

豫周太康农业

[2016]01106

小计

18,486.78 18,486.78

5

闻喜牧原第一期

20

万头产业化项目

5.1

闻喜牧原一、二场

16,515.25 16,515.25

闻发改备案

[2016]8

号

小计

16,515.25 16,515.25

6

扶沟牧原第一期

20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

目

6.1

扶沟牧原六场

3,665.51 3,665.51

豫周扶沟农业

[2015]19377

6.2

扶沟牧原七场

12,447.53 12,447.53

豫周扶沟农业

[2015]19379

6.3

扶沟牧原八场

2,976.95 2,976.95

豫周扶沟农业

[2015]19380

小计

19,089.99 19,089.99

7

正阳牧原第一期

18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

目

7.1

正阳牧原四场

10,436.80 10,436.80

豫驻正阳农业

[2015]25675

7.2

正阳牧原十五场

3,084.17 3,084.17

豫驻正阳农业

[2015]25676

小计

13,520.97 13,520.97

合计

169,919.57 168,251.26

此次公司将“扶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中“扶沟牧原七场” 部分生猪养殖项目的地点变更为“扶沟牧原

十六场” ；其它项目不变。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以8票通过，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及影响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

1、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扶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中扶沟七场已成年出栏15万头生猪的产能。

2、由于原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地点发展规划进行调整，导致扶沟牧原七场未建设的土地不能继续进行养殖场建

设。

3、公司计划将 “扶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中“扶沟牧原七场” 部分生猪养殖项目的地点变更为“扶沟

牧原十六场” 。拟变更后的项目已取得发改委备案确认书、环保局环评批复文件，便于项目尽快建设产生效益。

（二）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情况及影响

1、本次公司拟将“扶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不构成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改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内容及方式也无变化，对项目实施进度无重大影响；

2、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是经公司审慎分析、反复研究，充分论证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

变更部分项目实施地点外，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背景、市场需求、技术方案、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经济效益预测仍与公司披露

的相关内容一致，不会对上述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并未改变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实施地点的变更对募投项目不存在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且有利于公司及时发挥

募集资金效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最大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仅涉及地点的变更，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有助于提升经营效率，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和长远发展规划。公司本次变更实施地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及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

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五、保荐机构意见

1、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仅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等均保持不变，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

招商证券对牧原股份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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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为保证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团队的延续性，在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结束后，公司立即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1月15日16：30在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公司4号楼3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9名，公司全体监事和拟任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孟凡博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与会的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孟凡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选举孟凡博先生、朱晖先生、胡丹女士、钟伟刚先生、万正洋先生、叶秀军女士、马洪先生为第六届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孟凡博先生担任召集人。

2、选举王征女士、马洪先生、杨勇先生、孟凡博先生、万正洋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

王征女士担任召集人。

3、选举马洪先生、王征女士、杨勇先生、孟凡博先生、胡丹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马

洪先生担任召集人。

4、选举杨勇先生、王征女士、马洪先生、孟凡博先生、胡丹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其中杨勇先生担任召集人。

三、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续聘孟凡博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孟凡博先生于2017年8月受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公司董事会认为，孟凡博先生已

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通过学习、接受培训等方式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规范运作意识；孟凡博先生从事射

频器件行业多年，是公司核心管理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上述情

况，为保持公司的业务稳定和持续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孟凡博先生为公司总裁，续聘孟凡博先生为公

司总裁不会影响公司的规范运作。

四、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朱晖先生、胡丹女士、万正洋先生、邹堃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

五、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续聘邹堃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邹堃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相关资料提交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邹堃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邹堃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7-81388855

传真：027-81383847

邮箱：fingu@fingu.com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

六、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恒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以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见附件一。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不设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王征女士、马洪先生、杨勇先生对议案三、议案四、议案五、议案六所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七、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彭娜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彭娜女士的简历见附件二。

八、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续聘李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李珍女士的简历见附件三。

李珍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7-81388855

传真：027-81383847

邮箱：fingu@fingu.com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一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孟凡博先生，1982年生，工商管理硕士，2005年加入本公司，先后在本公司研发中心、市场部等部门工

作，曾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兼总裁、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长兼总裁，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裁，兼任湖北惠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武汉鑫辰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武汉小溪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溪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曾兼任武汉凡谷电子职业技术学校副董事长、鄂州富晶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湖北惠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Fingu� Electronic� Technology� Oy董事长等职务。

孟凡博先生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与王丽丽女士之子，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孟凡博先生现时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45,340,200股，通过"富诚海富通稳

胜共赢十七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约1,461,333�股。

2017年8月，孟凡博先生受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处罚

外，孟凡博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其他惩戒。孟凡博先生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孟凡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朱晖先生，1978年生，大专学历，1998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研发中心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微波

技术部经理等职务，曾任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现任本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裁，兼任苏州凡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武汉衍煦微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朱晖先生在

无源器件方面有着丰富的设计及开发经验，主导开发的"用于滤波器共面材质之间的局部焊接结构"等多项

技术获得了国家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朱晖先生现时持有本公司股票117,500股，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晖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朱晖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胡丹女士， 1981年生，本科学历，2001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机械加工部生产主管、人力资源部经

理等职务，曾被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聘任为副总裁，曾任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裁，现任本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裁，兼任武汉凡谷电子职业技术学校董事长。

胡丹女士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丹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

所规定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胡丹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万正洋先生，1980年出生，本科学历，2002年加入本公司，一直从事产品开发、产品管理及客户市场相关

工作，历任公司研发中心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产品运营中心产品经理等职务，曾任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现任本公司产品运营中心总经理、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裁。

万正洋先生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万正洋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万正洋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邹堃先生，1983年出生， 2002年9月至2006年6月在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专业学习， 获工学学士学位，

2009年9月至2012年3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

邹堃先生曾先后担任广东立信集团运维中心项目主管、 丝宝集团投资运营部投资经理等职务，2016年

加入本公司，曾担任公司高级投资经理，自2016年10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裁，自2017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

邹堃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时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邹堃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邹堃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恒先生，1982年出生，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2001年9月至2005年7月在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统计学

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参加华中科技大学财务总监培训班学习，获财务总监

研修班结业证。

王恒先生2005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财务部财务主管、审计部审计主管、财务部副经理、采购部采购

经理、公司全资子公司鄂州富晶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咸宁市金湛电子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公司成本总监等职

务，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王恒先生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恒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

所规定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王恒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附件二

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彭娜女士，1982年生，本科学历，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曾供职于湖北阳光会计师事务有限公

司、武汉昱升光器件有限公司，2012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审计部审计主管、内部审计负责人、高级成本经

理、公司全资子公司鄂州富晶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等职务，现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彭娜女士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彭娜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彭娜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附件三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珍女士，1979年生，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金融方向），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2000年加入本公司，先后在总经理办公室、市场部、证券部工作，自2009年6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李珍女士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珍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李珍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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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在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公司立即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1月15日17：00在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公司4号楼3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李艳华女士主

持。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的监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以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李艳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

同意选举李艳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李艳华女士的简历

见附件。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简历

李艳华女士，1972年生，本科学历，曾供职于武汉市长航集团（总公司）青山造船厂、深圳王氏华高（中

国）有限公司。李艳华女士2000�年加入本公司，先后在研发中心、品质管理部、电装部等部门工作，曾任本公

司第四届、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现任产品线经理、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兼任武汉凡谷电子职业技术学校董事、

武汉凡谷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凡谷自动化有限公司、武汉凡谷陶瓷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李艳华女士现时持有本公司股票34,375股，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艳华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李艳华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