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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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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8年7月22

日以口头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7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5名，实际表决的董

事5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会议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4票，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立忠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3、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4票，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立忠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5、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抵押的议案》。

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绩溪农华以其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绩国用（2009）第 635号）及房产（房地权证

号：绩房字第015215号）作为抵押，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绩溪支行申请抵押贷款不超过500万元，抵押资产面积

合计为26,889.59�平方米，评估价值合计为714.3万元。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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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18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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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3月2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2018年度

公司及其子公司与黑龙江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大北农” ）、安徽省三宝饲料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三宝饲料” ）、中国圣牧有机奶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圣牧” ）发生猪

只、饲料、兽药、疫苗等产品、商品交易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57,600万元。公司关联董事邵根伙先生、张

立忠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1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

2018年7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预计2018年度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净额13,400万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增加的2018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增减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原2018年预计金额 调整后2018年预计金额 增减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

黑龙江大北农 ≤5,400万元 ≤2,300万元 -3,100万元

安徽三宝饲料 ≤6,000万元 ≤6,000万元 -

广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及其

分子公司

- ≤200万元 200万元

小计 ≤11,400万元 ≤8,500万元 -2900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黑龙江大北农 ≤40,000万元 ≤44,000万元 4,000万元

安徽三宝饲料 ≤200万元 ≤200万元 -

中国圣牧 ≤6,000万元 ≤6,000万元 -

武汉绿色巨农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分子公司

- ≤7800万元 7,800万元

广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及其

分子公司

- ≤4500万元 4,500万元

小计 ≤46,200万元 ≤62,500万元 16,300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额度增加主要为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武汉绿色巨农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武汉巨

农” ）及其分子公司、广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农牧” ）及其分子公司、黑龙江大北农预计增加

的交易额度。

截至2018年7月27日，公司与两家新增关联企业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1,347.81万元。

二、新增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武汉巨农成立于2016年5月25日，注册资本：4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刚猛，住所：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树藩大街

453号，经营范围：猪的饲养与批零兼营；谷物、水果、蔬菜的种植与批零兼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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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武汉巨农总资产23,439.54万元，净资产22,030.13万元；2018年1-6月，营业收入7,671.45万元，净

利润-1,757.85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合并报表数据）

广西农牧成立于2017年5月12日，注册资本：6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周业军，住所：金秀县桐木镇河东路81号，经

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家禽、家畜、罐头食品、冷冻食品、肉食制品、饮料；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相关技术的检

测、推广、培训；家禽、家畜养殖、良种繁育；林木、水果、蔬菜、花卉及其他农作物种植、销售及其相关副产品销售；畜牧

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粮食购销；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料、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截至2018年6月30日，广西农牧总资产47,320.91万元，净资产42,584.32万元；2018年1-6月，营业收入2,748.61万元，净

利润-1,018.33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合并报表数据）

2、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谈松林先生担任武汉巨农董事长，并直接持有武汉巨农5.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武汉巨农及其下属分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武汉巨农及其分

子公司发生的购销猪只、饲料、兽药、疫苗等业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周业军先生担任广西农牧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并直接持有广西农牧5.68%股权，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广西农牧及其下属分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广西

农牧及其分子公司发生的购销猪只、饲料、兽药、疫苗等业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与新增关联人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公司关联交易的价格或收费原则应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

标准，同时考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时，与独立第三方相比，销售费用或采购成本下降等

因素。目前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交易定价主要以成本加成价及市场价相结合的方法来定价。未来，当市场环境、市场行

情等因素发生较大变化时，双方将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对定价方法作出合理调整，具体以双方协议约定为准。

2、关联交易具体定价方式如下：

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当前定价方式

关联采购 广西农牧及其分子公司 猪只等 成本加成价及市场价相结合

关联销售

武汉巨农及其分子公司 猪只、饲料、兽药、疫苗等 成本加成价及市场价相结合

广西农牧及其分子公司 猪只、饲料、兽药、疫苗等 成本加成价及市场价相结合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上述关联方销售、采购业务，系公司正常的日常交易活动，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由于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比重较小，公司

主营业务不会对其形成依赖，也不会对公司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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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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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务资助概述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保障公司持续发展，广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以下统称“广西大北

农” ）、安徽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以下统称“安徽昌农” ）、武汉绿色巨农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

子公司（以下统称“武汉巨农” ）拟分别为公司提供不超过1.5亿元、1亿元及1亿元的财务资助，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

长期资产投资等，借款年利率参照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具体借款利率以借款协议约定为准，资助时间截止

2019年12月31日，且单笔资金资助时间不超过12个月，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财务资助的期限及额度内循环使

用，即在任一时点借款余额不超过上述金额。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广西大北农、安徽昌农、武汉巨农提供财务资助的，

参照上述条件执行。

鉴于广西大北农董事长兼总裁、自然人股东周业军先生、武汉巨农董事长兼总裁、自然人股东谈松林先生为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提供财务资助单位基本情况

1、广西大北农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广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05月12日

（3）注册地点：金秀县桐木镇河东路81号

（4）法定代表人：周业军

（5）注册资本：60,000万元

（6）持股比例：42.9%

（7）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禽畜、罐头食品、冷冻食品、肉食制品、饲料；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相关技术

的检测、推广、培训；畜禽养殖、良种繁育、粮食购销、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种植及销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

理、水果、蔬菜、花卉的种植、收购、销售及其相关副产品销售。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

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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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广西大北农总资产 43,765.11万元，净资产32,692.91万元；2017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970.98�万元，净利润为-953.66万元（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截至2018年6月30日，广西大北农总资产47,320.91万元，净资产42,584.32万元；2018年1-6月，营业收入2,748.61万元，

净利润-1,018.33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合并报表数据）。

2、安徽昌农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安徽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2月17日

（3）注册地点：安徽省合肥市肥东经济开发区燎原路51号

（4）法定代表人：许成虎

（5）注册资本：30,000万元

（6）持股比例：49%

（7）经营范围：罐头食品、冷冻食品、肉食制品、饲料生产、加工、销售；畜牧产品加工、销售；农作物、林木、花卉种

植、销售；粮食购销；农业副产品销售；畜禽养殖、良种繁育、销售；畜牧机械设备加工、销售；畜禽粪便处理服务；农业科

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及相关技术的检测、推广；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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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安徽昌农总资产12,649.73�万元，净资产12,628.56万元；2017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5.04万元，净利润为-191.71万元（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截止2018年6月30日，安徽昌农总资产14,246.51万元，净资产13,674.23万元；2018年1-6月，营业收入35.19万元，净利

润为-204.33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合并报表数据）。

3、武汉巨农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武汉绿色巨农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5月25日

（3）注册地点： 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树藩大家453号

（4）法定代表人：李钢猛

（5）注册资本：40,000万元

（6）持股比例：49.73%

（7）经营范围：猪的饲养与批零兼营；谷物、水果、蔬菜的种植与批零兼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分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武汉巨农总资产23,072.21万元，净资产21,930.01万元；2017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9,041.41�万元，净利润为-1,375.85万元（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武汉巨农总资产23,439.54万元，净资产22,030.13万元；2018年1-6月，营业收入7,671.45万元，净

利润-1,757.85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合并报表数据）。

三、接受财务资助对公司的影响

广西大北农、安徽昌农、武汉巨农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且无须公司提供任何抵押和担保，系对公司未来发展的

支持和信心，能够更好地支持公司满足经营资金需求。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借款年利率参照同类业务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从而实现公司更好的发展。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85� � �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18-103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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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深证上[2015]6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要求及淮北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北昌农” ）、徐

州昌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昌农” ）的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同意对淮北昌农、徐州昌农分别提供不超

过13,000万元、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为淮北昌农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淮北昌农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双凤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3,000万

元，具体为：10,000万元为项目贷款，用于“大北农淮北种养循环现代农业项目” ，贷款期限不超过8年，3,000万元为流

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以上贷款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淮北昌农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由于公司对安徽

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昌农” ）持股49%,安徽昌农对淮北昌农持股100%，公司间接持股淮北昌农

49%，因此，以上担保由安徽昌农其他股东许成虎先生、邱玉文先生、夏仕超先生、江绍文先生、陈兴亮先生、邓本华先

生、朱超跃先生、李卫东先生、温春发先生、周广文先生、合肥正思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正行贸易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按各自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以上股东合计持有安徽昌农51%股份，按第二次增资价格计算估值约1.53亿

元，邱玉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54,409,610股，市值约6.38亿元，具备担保能力。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淮北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 2017年07月07日

（3）注册地点：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半峭村委会

（4）法定代表人：朱超跃

（5）注册资本：10,800万元

（6）股东及股权结构：安徽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昌农” ）持股比例100%。

安徽昌农股东及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49%；许成虎持股比例20.67%、邱玉文持股比例2%、夏仕超持股比例1%、

江绍文持股比例0.53%、陈兴亮持股比例0.8%、邓本华持股比例0.8%、朱超跃持股比例2%、李卫东持股比例0.73%、温春

发持股比例0.8%、周广文持股比例1.67%、合肥正思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10%、合肥正行贸易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比例10%。

（7）经营范围：肉食品制品加工、罐头食品、冷冻食品；畜禽养殖、良种繁育、销售；饲料生产、加工、销售；畜牧产品

加工销售；农作物、林木、花卉种植、销售、粮食购销、农业副产品销售；畜牧机械设备加工、销售；畜禽粪便处理服务；农

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及相关技术的检测、推广、培训服务；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

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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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7年12月31日，淮北昌农资产总额为4,928.75万元，负债总额为5.2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4,923.49万元；2017年全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为-76.5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0.11� %。

截至2018年6月30日，淮北昌农资产总额为6,170.59万元，负债总额为298.92万元，所有者权益为5,871.67万元；2018

年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20.04万元，净利润为-51.82万元，资产负债率4.84%（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总担保金额：不超过13,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双凤支行;

（3）担保期限：以淮北昌农实际向银行申请贷款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

二、为徐州昌农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徐州昌农拟与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银租赁”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融资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期限不超过5年，同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徐州昌农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由于

公司对安徽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昌农” ）持股49%,安徽昌农对徐州昌农持股100%，公司间接持股

徐州昌农49%，因此，以上担保由安徽昌农其他股东许成虎先生、邱玉文先生、夏仕超先生、江绍文先生、陈兴亮先生、

邓本华先生、朱超跃先生、李卫东先生、温春发先生、周广文先生、合肥正思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正行贸易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各自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以上股东合计持有安徽昌农51%股份，按第二次增资价格计算估

值约1.53亿元，邱玉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54,409,610股，市值约6.38亿元，具备担保能力。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徐州昌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03月16日

（3）注册地点：睢宁县双沟镇高赵村三楼组383号

（4）法定代表人：江厚记

（5）注册资本：5,000万元

（6）股东及股权结构：安徽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昌农” ）持股比例100%。

安徽昌农股东及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49%；许成虎持股比例20.67%；邱玉文持股比例2%；夏仕超持股比例1%；

江绍文持股比例0.53%；陈兴亮持股比例0.8%；邓本华持股比例0.8%；朱超跃持股比例2%；李卫东持股比例0.73%；温春

发持股比例0.8%；周广文持股比例1.67%；合肥正思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10%；合肥正行贸易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比例10%。

（7）经营范围：畜牧技术研发、推广；食品（以《食品生产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饲料生产、销售；畜牧产品加

工、销售；农作物、林木、花卉种植、销售；粮食购销；农产品销售；畜禽养殖、销售；良种繁育、销售；畜牧机械设备加工、

销售；畜禽粪便处理服务；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及相关技术的推广、培训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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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7年12月31日，徐州昌农资产总额为953.12万元，负债总额为1.7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951.42万元；2017年全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为-54.8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0.18%。

截至2018年6月30日，徐州昌农资产总额为12,388.92万元，负债总额为7,567.60万元，所有者权益为4,821.32万元；

2018年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为-110.1万元，资产负债率61.08%（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交易对方（出租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01月18日

（3）注册资本：300,0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徐仁艳

（5）注册地：浙江省舟山经济开发区迎宾大道111号23层（自贸试验区内）

（6）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凭金融许可证经营）。

4、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1）租赁物：养殖场作为租赁标的物

（2）融资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

（3）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方式

（4）租赁期限：5年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浙银租赁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494,486.47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按公

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1,021,647.28万元计）的48.40%。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204,910� 万

元。

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逾期金额为0万元，子公司对客户担保的逾期金额为1,428.28万元。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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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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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深证上[2015]6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要求及湖南省众仁旺种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众仁

旺” ）、宾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宾县大北农” ）的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同意对湖南众仁旺分别提

供不超过13,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拟同意公司与哈尔滨大北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大北

农” ）对宾县大北农提供不超过9,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为湖南众人旺和宾县大北农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为湖南众人旺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湖南众仁旺拟与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银租赁” ）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融资金额不超过13,000万元，期限不超过5年，同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湖南众仁旺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公司对广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西大北农” ） 持股42.9%, 广西大北农对湖南众仁旺持股

100%，公司间接持股湖南众仁旺42.9%，因此，以上担保由广西大北农其他股东周业军先生、邱玉文先生、赵爱平先生、

刘寒冰先生、周广文先生、朱传德先生、胡友仁先生、刘小亮先生、李逢春先生、蒋芳斌先生、广东泽农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长沙众仁旺农业发展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广西丰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广宁县创展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广东华农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按各自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以上股东合计持有广西大北农57.1%股份，按第

二次增资价格计算估值约3.426亿元，此外周业军先生还持有本公司股份1822,502股，市值约752.69万元，邱玉文先生持

有本公司股份154,409,610股，市值约6.38亿元，具备担保能力。

因周业军先生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也是广西大北农自然人股东、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

易，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周业军先生将回避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提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担保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湖南省众仁旺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02月29日

（3）注册地点：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北洲子镇民乐村

（4）法定代表人：胡友仁

（5）注册资本：8,000万元

（6）股东及股权结构：广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大北农” ）持股比例100%。

广西大北农股东及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42.9%；广东泽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13.34%；长沙众

仁旺农业发展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9.12%；广西丰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5.37%；广宁县创展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67%；广东华农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33%；周业军持股比例5.68%；邱玉文持

股比例3.00%；周广文持股比例3.33%；赵爱平持股比例2.70%；刘寒冰持股比例1.70%；朱传德持股比例1.63%；李逢春持

股比例1.44%；胡友仁持股比例0.7%；刘小亮持股比例0.59%；蒋芳斌持股比例0.50%。

（7）经营范围：种猪饲养及销售，牲猪饲养及销售，养殖技术开发、咨询与服务，苗木种植及销售。

（8）主要财务指标：根据益阳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益中会师【2018】审字第02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7年12月31日，湖南众仁旺资产总额为15,701.88万元，负债总额为8,102.47万元，所有者权益为7,599.41万元；2017年全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4.85万元，净利润为-355.8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1.60%。

截至2018年6月30日，湖南众仁旺资产总额为19,760.90万元，负债总额为12,535.6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7,225.21万

元；2018年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96.47万元，净利润为-374.20万元，资产负债率63.44%（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关联自然人：周业军先生，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学士，1996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广东

事业部总经理、农牧科技产业高级副总裁，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猪业科技产业常务副总裁、华南区总裁、湖南区总

裁，负责猪业科技产业华南区、湖南区的整体运营事务。

3、交易对方（出租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01月18日

（3）注册资本：300,0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徐仁艳

（5）注册地：浙江省舟山经济开发区迎宾大道111号23层（自贸试验区内）

（6）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凭金融许可证经营）。

4、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1）租赁物：养殖场作为租赁标的物

（2）融资金额：不超过13,000万元

（3）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方式

（4）租赁期限：5年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浙银租赁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

二、为宾县大北农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宾县大北农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哈尔滨分行松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不超过9,000万元， 用于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绿色巨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一场年出栏12万头商品猪养殖建设项

目” ，贷款期限不超过8年，该笔授信贷款由公司及哈尔滨大北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宾县大北农为公司及哈尔滨大北

农为该项目提供反担保。由于公司对黑龙江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大北农” ）持股40%,黑龙江

大北农对宾县大北农持股100%，公司间接持股宾县大北农40%。因此，以上担保由黑龙江大北农其他股东张立忠先生、

邱玉文先生、张昱女士、哈尔滨正知贸易企业（有限合伙）、哈尔滨正行贸易企业（有限合伙）按各自出资比例提供反

担保。以上股东合计持有黑龙江大北农60%股份，按第三次增资价格计算估值约10.35亿元，此外张立忠先生还持有本

公司股份15,395,591股，市值约0.64亿元，邱玉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54,409,610股，市值约6.38亿元，具备担保能力。

因张立忠先生现任公司董事、总裁，也是黑龙江大北农自然人股东、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

易，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张立忠先生将回避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提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担保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宾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2月24日

（3）注册地点：哈尔滨市宾县宾西镇宾西经济开发区

（4）法定代表人：牛立刚

（5）注册资本：4,000万元

（6）股东及股权结构：黑龙江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大北农” ）持股比例100%。

黑龙江大北农股东及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40%；哈尔滨正知贸易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21.283%；哈尔滨正

行贸易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21.928%；张立忠持股比例10.15%；邱玉文持股比例4.469%；张昱持股比例2.17%。

（7）经营范围：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肉、禽、蛋、奶及水产品批发，牲畜饲养（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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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批发；养殖技术咨询服务；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畜牧机械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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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指标：根据黑龙江华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黑华新审字【2018】N013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7年12月31日，宾县大北农资产总额为4,732.41万元，负债总额为832.5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3,899.86万元；2017年全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为-100.1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7.59%。

截至2018年6月30日，宾县大北农资产总额为6,400.97万元，负债总额为2,584.27万元，所有者权益为3,816.7万元；

2018年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1,002.63万元，净利润为-83.16万元，资产负债率59.63%（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关联自然人：张立忠先生，东北农业大学农业推广硕士，1999年加入公司，历任哈尔滨大北农牧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吉林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辽宁大北农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山东大北农农牧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裁及黑龙江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总担保金额：不超过9,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哈尔滨分行松北支行；

（3）担保期限：以宾县大北农实际向银行申请贷款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494,486.47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按公

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1,021,647.28万元计）的48.40%。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204,910� 万

元。

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逾期金额为0万元，子公司对客户担保的逾期金额为1,428.28万元。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85� � �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18-105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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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深证上[2015]6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要求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长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风农牧” ）、福州大北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生物” ）、河北方田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方

田” ）、吉林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大北农” ）的业务需求，公司拟同意对长风农牧、福州生

物、河北方田、吉林大北农分别提供不超过7,000万元、3,000万元、3,000万元、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一、为长风农牧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告编号：2017-102），

决定由公司为长风农牧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双凤支行提供不超过7,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此项担保

事项即将到期。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长风农牧拟继续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双凤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7,000

万元，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该笔授信贷款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于2018年2月2日，对长风农牧提供

不超过4,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详见公告编号：2018-014），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长风农牧的累计

担保金额不超过11,000万元， 并由长风农牧其他股东甄长丰先生和合肥春然项目咨询有限公司按出资比例提供连带

责任反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安徽长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0年12月1日

（3）注册地点：安徽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双凤大道东侧

（4）法定代表人：甄长丰

（5）注册资本：3,646.24万

（6）公司持股比例：60%

（7）经营范围：猪、鸡、鸭育种、繁殖、养殖、生产、加工、销售；饲料、添加剂生产、加工、销售；苗木、蔬菜种植、销售；

场地租赁。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7年12月31日，长风农牧资产总额为27,355.98万元，负债总额17,882.70万元，所有者权

益为9,473.28万元；2017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674.57万元，净利润为323.1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5.37%。

截至2018年6月30日，长风农牧资产总额为27,041.08万元，负债总额18,383.3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8,657.69万元；2018

年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6,818.56万元，净利润为-1,115.5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7.98%（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总担保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双凤支行；

（3）担保期限：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担保期限为授信额度项下每一期融资的还款到期之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

二、为福州生物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福州生物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东水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用

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该笔授信贷款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福州大北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3年5月26日

（3）注册地点：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园中村110号

（4）法定代表人：邵显洪

（5）注册资本：5,000万元

（6）公司持股比例：100%

（7）经营范围：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及技术咨询；胚毒活疫苗生产线、细胞毒活疫苗生产线

（二条）、细菌活疫苗生产线、猪瘟活疫苗（兔源）生产线、胚毒灭活疫苗生产线、细胞毒灭活疫苗生产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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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7年12月31日，福州生物资产总额为23,976.48万元，负债总额为3,435.87万元，所有者权

益为20,540.61万元；2017年全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356.49万元，净利润为4,580.3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4.33%。

截至2018年6月30日，福州生物资产总额为20,713.61万元，负债总额为2,525.27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8,188.34万元；

2018年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9,153.52万元，净利润为147.7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2.19%（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总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东水支行；

（3）担保期限：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担保期限为授信额度项下每一期融资的还款到期之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

三、为河北方田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告编号：2017-081），

决定由公司为河北方田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此项担保

事项已经到期。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河北方田拟继续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授信额

度由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额度使用授权委托书，该笔授信贷款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河

北方田的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河北方田饲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年4月11日

（3）注册地点：河北蠡县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付学平

（5）注册资本：5,000万元

（6）公司持股比例：51%

（7）经营范围：生产配合饲料（畜禽）、浓缩饲料（畜禽）；销售饲料及饲料原料；饲料技术研发；粮食收购。

（8）主要财务指标：根据河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东方审字（2018）第050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7年12月31日，河北方田资产总额为10,895.80万元，负债总额为3,146.45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7,749.35万元；2017年

全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242.33万元，净利润为1,665.0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8.88%。

截止2018年6月30日，河北方田资产总额为11,377.28万元，负债总额为2,588.55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8,788.73万

元；2018年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11,101.56万元，净利润1,039.3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2.75%（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总担保额：3,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期限：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担保期限为授信额度项下每一期融资的还款到期之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

四、为吉林大北农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吉林大北农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湖大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2,000万

元，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该笔授信贷款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吉林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6年11月29日

（3）注册地点：长春市经济开发区兴隆山镇兴北大路与惠州街交汇处

（4）法定代表人：李晓成

（5）注册资本：3,000万元

（6）公司持股比例：100%

（7）经营范围：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销售饲料原料、兽药（中成药，化学药品，生化药品，抗生素，药物添加剂，

器械），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畜牧养殖（由分支机构经营）、生猪养殖（由分支机构经营），收购、

销售，动物营养保健品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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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7年12月31日，吉林大北农资产总额为16,104.67万元，负债总额为1,414.95万元，所有者

权益为14,689.72万元；2017年全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4,369.54万元，净利润为3,296.4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79%。

截至2018年6月30日，吉林大北农资产总额为18,234.09万元，负债总额为2,025.02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6,209.07万元；

2018年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15,427.56万元，净利润为1,519.3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1.11%（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湖大路支行；

（3）担保期限：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担保期限为授信额度项下每一期融资的还款到期之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494,486.47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按公

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1,021,647.28万元计）的48.40%。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204,910� 万

元。

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逾期金额为0万元，子公司对客户担保的逾期金额为1,428.28万元。

六、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3955� � � �证券简称：大千生态 公告编号：2018-054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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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3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江苏大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千投资” ）关于办理前期质押股份部分解除质押

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7年7月27日，大千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4,738,500股股份（公司转增股本前为3,64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9%）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购回

交易日为2020年3月11日，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 《大千生态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3）。2018年6月21日， 大千投资对该笔质押进行了补充质押， 补充质押股份数为1,1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7%），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大千生态关于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1）。2018年7月23日，大千投资对上述质押进行了质押解除，上述股份质押解除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为5,838,5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3.97%，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5.16%。

二、控股股东的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大千投资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41,779,787股（公司转增股本前为32,

138,2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94%；本次部分质押解除后，大千投资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数

量为9,646,0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3.09%，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53%。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555� � � � � �股票简称：海航创新 公告编号：临2018-071

� � � � � 900955� � � � � � � � � � � � � � �海创B股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展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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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30日收到股东上海大新华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华实业” ）近期已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展期业务的通知，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展期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发布了《关于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披露了

公司股东大新华实业将其所持的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A股101,833,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

本的7.81%）与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为期365天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

日为2017年6月22日，到期购回日为2018年6月22日（详见公告编号：临2017-047）。

公司获悉，大新华实业近期已办理了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展期业务，到期购回日延

期至2018年10月22日。

截至本公告日，大新华实业共持有公司流通A股116,9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7%；其

中，质押股份101,833,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87.09%，占公司总股本的7.81%。

二、本次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具体情况

（一）质押目的

大新华实业本次股份质押系为补充企业流动性资金需求。

（二）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大新华实业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还款来

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三）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根据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约定，本次交易设定履约保证比例预警值、最低值，当履约

保障比例达到或低于最低值时，可能引发质权人对质押股份的平仓行为。若引发以上风险，大

新华实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支付保证金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三、大新华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大新华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海航旅业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390,348,6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46%；合计已质押的股份数量

为373,424,275股， 占大新华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旅业国际 （香

港）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的95.664%，占公司总股本的28.648%。

后续如有相关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887� � �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8-030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巴基斯坦Fauji� Fertilizer� Bin� Qasim� Limited递交投资意向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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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公司” ） 向巴基斯坦Fauji� Fertilizer� Bin�

Qasim� Limited（简称“FFBL公司” ）递交了投资意向函。公司有意与FFBL公司就向FFBL公司

和其他股东收购FFBL公司的子公司Fauji� Foods� Limited（简称“目标公司” ）不超过51%的有

表决权股份及控制权或收购目标公司控制权（简称“拟议交易” ）进行谈判和讨论。投资意向

函仅限于表达公司与FFBL公司及其他股东商谈收购目标公司股份的意向， 并不构成任何一

方推进或完成拟议交易的有约束力义务。

根据巴基斯坦相关法律规定，公司委托Citibank� N.A.� Pakistan向巴基斯坦证券交易委员

会、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和目标公司递交收购目标公司不超过51%的有表决权股份及控制权

或收购目标公司控制权的意向公告。

FFBL公司和目标公司均为巴基斯坦上市公司， 目标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乳制品的生产和

销售，注册地为巴基斯坦拉合尔市。

拟议交易尚处于提交意向阶段，尚未签订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或合同，拟议交易

的进程和条件尚取决于尽职调查的进行及其结果、公司与FFBL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商谈情况，

能否继续进行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此外，拟议交易尚需获得公司、FFBL公司及目标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办理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核准、备案或登记手续以及巴基斯坦政

府相关部门批准手续等。因此，拟议交易存在未能获得境内外相关机构批准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321� � � �证券简称：*ST正源 公告编号：2018-037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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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8年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900万元～1,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约1,459.44万元～1,559.44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预计2018年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950万

元～1,05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约2,180.50万元～2,280.5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8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为900万元～1,000万元。

2、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950万元～1,050万元。

3.�经追溯调整后，公司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9.44万元，较追

溯调整前减少669.47万元， 则预计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

加约1,459.44万元～1,559.44万元，同比增加约260%～280%，实现扭亏为盈。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9.44万元。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30.50万元。

（三）每股收益：-0.004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主要原因

（一）公司加大营销力度，公司板材、贸易、酒店业务的销售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营业收

入大幅增加；

（二）公司通过加强生产管理，采购和生产成本得到有效控制，板材、贸易等业务毛利润

提高；

（三） 公司上半年获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款318万元， 对半年度损益产生积极影

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8� 年半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