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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曹积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淑艳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25,931,000.98 2,144,391,505.23 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61,677,510.71 1,212,443,856.03 12.3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42,630,092.73 166.86% 944,692,647.46 9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1,584,943.59 256.38% 133,984,373.60 17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0,387,493.38 254.17% 131,774,441.62 16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2,649,366.71 257.63% 136,400,532.21 185.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257.89% 0.4 17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257.89% 0.4 17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4% 12.38% 10.42% 23.7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145,216.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941.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74.35

合计 2,209,931.9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52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曹积生 境内自然人 44.51% 150,183,809 119,255,307 质押 110,911,022

东方邦信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3% 17,316,018 17,316,018

迟汉东 境内自然人 3.11% 10,476,605 7,857,454 质押 2,59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

发多策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28% 7,696,857 0

耿培梁 境内自然人 1.50% 5,064,809 3,800,107 质押 1,250,000

李玲 境内自然人 1.41% 4,763,219 0 质押 4,760,000

北京富国通达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1.28% 4,329,005 4,329,005

#纪桂兰 境内自然人 1.00% 3,377,500 0

#柳炳兰 境内自然人 0.97% 3,263,900 0

李秀国 境内自然人 0.92% 3,100,112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曹积生 30,928,502 人民币普通股 30,928,50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

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696,857 人民币普通股 7,696,857

李玲 4,763,219 人民币普通股 4,763,219

#纪桂兰 3,377,500 人民币普通股 3,377,500

#柳炳兰 3,263,900 人民币普通股 3,263,900

李秀国 3,100,112 人民币普通股 3,100,112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

托－股东增持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79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0,800

迟汉东 2,619,151 人民币普通股 2,619,151

#彭丰年 2,609,1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9,1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和谐增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47,860 人民币普通股 2,347,8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迟汉东先生与李玲女士为夫妻关系。耿培梁先生与柳炳兰女士为夫妻关系。“长安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长安信托－股东增持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迟汉东先生、耿培梁先生等公司部分

董事、高管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除以上情况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纪桂兰女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3,377,500股，实际合计持有3,377,500股。2、公司股东柳炳兰女士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0股，通过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263,900股，实际合计

持有3,263,900股。3、公司股东彭丰年先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609,100股，实际合计持有2,609,1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2018年9月30日期末数为82,538,161.19元，比年初数增加47.48%，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收到客户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增加大客户的赊销额度所致。

（2）、预付账款2018年9月30日期末数为43,829,778.61元，比年初数增加105.7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预

付种鸡款和饲料原料款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2018年9月30日期末数为8,087,165.98元，比年初数增加82.3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支付的一年内租赁费增加所致。

（4）、长期应收款2018年9月30日期末数为8,227,950.00元，比年初数减少35.6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融

资租赁退回保证金所致。

（5）、在建工程2018年9月30日期末数为30,787,506.39元，比年初数减少71.2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工

程项目完工转固定资产所致。

（6）、递延所得税资产2018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61,342.05元，比年初数增加638.25%，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应纳所得税子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7）、应交税费2018年9月30日期末数为798,602.96元，比年初数减少42.6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缴纳税

费所致。

（8）、其他应付款2018年9月30日期末数为7,044,417.07元，比年初数减少79.0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

司支付股权款所致。

（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018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46,272,098.83元，比年初数增加326.70%，主

要原因是：报告期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和长期应付款重分类所致。

（10）、长期借款2018年9月30日期末数为0.00元，比年初数减少10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将其重分

类所致。

（11）、长期应付款2018年9月30日期末数为60,165,784.57元，年初余额为0.00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新

增融资租赁业务所致。

（12）、未分配利润2018年9月30日期末数为-73,626,233.75元，比年初数增加64.54%，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市场行情回暖，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上涨，销量增加，公司盈利所致。

（13）、营业收入2018年1-9月发生数为944,692,647.4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7.2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市场行情回暖，公司商品代雏鸡销售价格及数量较去年同期上涨，导致公司本期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14）、研发费用2018年1-9月发生数为27,765,759.7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7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

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15）、财务费用2018年1-9月发生数为22,126,705.5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6.5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支付的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16）、投资收益2018年1-9月发生数为-10,797,687.1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4.4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公司对外投资的企业亏损减少所致。

（17）、营业外收入2018年1-9月发生数为508,838.2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7.3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未

发生股权收购业务所致。

（18）、营业外支出2018年1-9月发生数为444,896.6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7.8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

司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19）、利润总额2018年1-9月发生数为132,303,077.8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0.9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市场行情回暖，公司商品代雏鸡销售价格及数量较去年均增加，导致公司本期销售收入大幅增加所致。

（20）、所得税费用2018年1-9月发生数为-242,458.98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97.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子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21）、净利润2018年1-9月发生数为132,545,536.8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0.9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市

场回暖，公司商品代雏鸡销售价格及数量较去年均增加，导致公司本期销售收入大幅增加，成本费用增幅低

于收入增幅所致。

（22）、终止经营净利润2018年1-9月发生数为-4,948,325.51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01.36%元，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注销全资子公司山东益生堂药业有限公司所致。

（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18年1-9月发生数为133,984,373.60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172.3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盈利增加所致。

（2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018年1-9月发生数为879,339,203.0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0.72%，

主要原因是：报告报告期市场行情回暖，公司商品代雏鸡销售价格及数量较去年同期上涨，导致公司本期销

售收入大幅增加所致。

（2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18年1-9月发生数为11,192,654.72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64.8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不存在代收员工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所致。

（2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2018年1-9月发生数为534,079,653.55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44.2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原料采购增加所致。

（2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18年1-9月发生数为61,454,849.20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48.8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费用支出减少所致。

（28）、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2018年1-9月发生数为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无企业股权转让所致。

（29）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2018年1-9月发生数为4,460,359.17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328.6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现金流入所致。

（3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18年1-9月发生数为40,000,000.00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43.0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无投资理财业务所致。

（31）、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2018年1-9月发生数为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公司未进行股权激励行权吸收投资所致。

（32）、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2018年1-9月发生数为224,390,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6.57%，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公司取得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33）、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18年1-9月发生数为167,561,417.43元，上年同期为0.00元，主

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新发生融资租赁业务和向关联方借款所致。

（3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2018年1-9月发生数为285,5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7.73%，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公司偿还到期银行贷款所致。

（35）、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2018年1-9月发生数为21,203,772.5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40.2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偿付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3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18年1-9月发生数为86,444,048.08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319.7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偿还关联方借款所致。

（37）、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2018年1-9月发生数为24,868,146.7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60.9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曹积生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方面

的承诺

一、本人确认及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除公

司外）：（1）目前与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

同业竞争；（2）将来也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

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

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

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

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公司产

品相同、相似或可以替代公司产品的业务活动；不

利用对公司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事

或参与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经营

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形成竞争，将立即通知公司，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公司；（3）对违反上述

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

将尽量避免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对于因生产经

营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守公允原则，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对关联交易做出的规定

进行操作。

2010年08

月10日

长期。

正在履行

中。

迟汉东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方面

的承诺

一、本人确认及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除公

司外）：（1）目前与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

同业竞争；（2）将来也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

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

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

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

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公司产

品相同、相似或可以替代公司产品的业务活动；不

利用对公司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事

或参与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经营

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形成竞争，将立即通知公司，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公司；（3）对违反上述

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

将尽量避免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对于因生产经

营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守公允原则，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对关联交易做出的规定

进行操作。

2010年08

月10日

长期。

正在履行

中。

曹学红;耿培

梁;巩新民;

纪永梅;曲立

新;任升浩;

杨建义;王国

华;孙秀妮;

李玲;李松

梅;徐淑艳;

王巍;江兆

发.

关于同业

竞争方面

的承诺

本人确认及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除公司

外）：（Ⅰ）目前与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

同业竞争；（Ⅱ）将来也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

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

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

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公司

产品相同、相似或可以替代公司产品的业务活动；

不利用对公司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

事或参与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

动；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

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形成竞争，将立即通知

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公司；(Ⅲ)对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2010年08

月10日

长期。

正在履行

中。

北京富国大

通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

司

再融资事

项

作为北京富国通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富国通达"）的合伙人，鉴于富国通达作为

认购对象拟认购益生股份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部分股票，特在此承诺：1、合伙人违反《合伙人

协议》约定期限逾期缴纳出资的，应当承担如下责

任：自出资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每逾期一日，违约

方向合伙企业支付总额为欠缴出资额之0.02%的

违约金，以此累计，直至违约方将应缴出资额缴清

之日止；如拒不缴纳出资，且应当向其他守约合伙

人支付其承诺出资金额10%的违约金，违约金由守

约合伙人按各自实际出资占守约合伙人实际出资

总额的比例分配。2、在富国通达认购的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限售期内，合伙人不会转让其在富国

通达中持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应的财产份额

或退出合伙。3、富国通达合伙人资产质量良好，所

认购资金来源为合伙人自有资金或依法筹集资

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富国通达的合伙人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若本合伙人违法上述承诺，自愿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赔偿相关方遭受的损失，并接

受监管部门的处罚。

2015年08

月10日

2019年02

月02日

正在履行

中。

巩新民

股份限售

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6年02

月02日

2019年02

月02日

正在履行

中。

曹积生

股份限售

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6年02

月02日

2019年02

月02日

正在履行

中。

东方邦信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6年02

月02日

2019年02

月02日

正在履行

中。

北京富国通

达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

合伙）

股份限售

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6年02

月02日

2019年02

月02日

正在履行

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8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32,000 至 35,000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1,036.8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产品（父母代肉种鸡和商品代肉鸡）价格回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积生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58� � �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8-085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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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生股份” 或“公司” ）于2018年04月27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2018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8）；于2018年05月30日披露了《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2018年度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北大荒宝泉岭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泉岭农牧” ）及宝泉岭农

牧的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北三峡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三峡养殖” ）发生关联销售种鸡、种蛋、商品鸡

及饲料代加工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2,999.99万元。现由于公司业务发展，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原

预计金额。重新预计后，2018年度公司与各关联方所形成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金额为3,999.99万元，超出原

预计金额1000.00万元。

2018年10月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曹积生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

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公司的日常

经营关联交易。本次超出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加预计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和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原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2018年10月10

日已发生金额

（元）

本次预计增

加金额

（万元）

2018年预计

总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黑龙江北三

峡养殖有限

公司

原料、种公鸡

市场公允

价格

1,399.99

7,381,850.00 0

1,399.99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黑龙江北三

峡养殖有限

公司

饲料加工费

市场公允

价格

1,492,316.45 0

小计 -- -- 1,399.99 8,874,166.45 0 1,399.99

2、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原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2018年10月10

日已发生金额

（元）

本次预计增

加金额

（万元）

2018年预计

总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黑龙江北三

峡养殖有限

公司

销售种蛋、销售种公

鸡、销售淘汰鸡、销售

商品鸡、销售父母代鸡

雏、商品蛋

市场公允

价格

1,600.00 15,744,879.44 1000.00 2600.00

小计 -- -- 1,600.00 15,744,879.44 1000.00 2600.0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元）

预计金额

（元）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黑龙江北三

峡养殖有限

公司

原料、种公鸡 1,895,855.60

4,000,000.00

0.33

-21.31

2017年3月21

日巨潮资讯

网《关于

2017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

号：

2017-034）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黑龙江北三

峡养殖有限

公司

饲料加工费 1,251,596.28 100.00

小计 -- 3,147,451.88 4,000,000.00 -- -21.31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黑龙江北三

峡养殖有限

公司

销售种蛋、销售

种公鸡、销售淘

汰鸡、销售商品

鸡、销售父母代

鸡雏、商品蛋

14,531,671.37 16,000,000.00 2.88 -9.18

小计 -- 14,531,671.37 16,000,000.00 2.88 -9.1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大荒宝泉岭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1、宝泉岭农牧成立于2012年09月22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2330010528721421，注册资本88,510万元，

住所为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宝泉岭局直三十委27栋1号，法定代表人杨庆华，经营范围为：肉种鸡、商品肉

鸡饲养；种蛋、商品鸡雏、商品肉鸡批发零售。

2、宝泉岭农牧为公司参股子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88,510万元整，公司认缴该公司25.56%股

权。公司董事长曹积生先生为宝泉岭农牧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宝

泉岭农牧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宝泉岭农牧的其他股东为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宝泉岭农牧23.55%股权；山东民和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认缴宝泉岭农牧23.55%股权；黑龙江省北大荒肉业有限公司，认缴宝泉岭农牧23.55%股权；黑龙

江省宝泉岭农垦兴合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宝泉岭农牧3.8%股权。

3、宝泉岭农牧其他主要股东介绍

（1）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和股份” ）

公司全称：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希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30204.6632万元

住所：烟台蓬莱市西郊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羊、牛的饲养，预包装食品销售，粮食收购(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种鸡饲养、种蛋、鸡苗销售；饲料、饲

料添加剂预混料生产、销售；商品鸡饲养；兽药销售；肉鸡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和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机械设备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有机肥、生物有

机肥的生产与销售；粪污沼气发电项目（不含电力供应营业经营）；蔬菜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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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地恩实业” ）

公司全称：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效成

注册资本：7,100万元

住所：青岛保税区前二路106区C15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审批的，凭许可证、资质证、资格证、批文经营；

法律法规未做限制的，自主经营。（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张效成先生的出资额为3,550万元，占康地恩实业50%股权；黄炳亮先生的出资额为3,550万

元，占康地恩实业50%股权。

（3）黑龙江省北大荒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荒肉业” ）

公司全称：黑龙江省北大荒肉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利民

注册资本：97,550万元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高科技开发区20号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控股公司服务；资本投资服务（不含证券业务），贸易代理；肉类批发和进出

口；熟食批发和进出口。

股权结构：北大荒肉业的控股股东为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出资824,560,000元，占北大荒肉业

84.53%的股份。

（4）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兴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兴合” ）

公司全称：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兴合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永民

注册资本：5万元

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宝泉岭局直三十委27栋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活动。

股权结构：张永民先生的出资额为1.9085万元，占农垦兴合38.17%股权；陈延芝先生的出资额为1.9735

万元，占农垦兴合39.47%股权；綦敦鹏、赵娜、陈永、徐晓亮出资额合计1.1180万元，占农垦兴合22.36%股权。

上述宝泉岭农牧的主要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4、相关财务数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宝泉岭农牧总资产138,348.62万元，净资产70,299.73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55,

136.47万元， 净利润-15,681.65万元； 截至2018年09月30日， 宝泉岭农牧总资产140,826.49万元， 净资产68,

768.18万元，2018年1-9月，宝泉岭农牧实现营业收入51,283.23万元，净利润-4,229.36万元。

（二）黑龙江北三峡养殖有限公司

1、北三峡养殖成立于2013年5月17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233001069153195J，注册资本62,000万元，

住所为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宝泉岭管理局哈肇公路465公里处路北，法定代表人綦敦鹏，经营范围为：种

鸡养殖；种蛋生产；种蛋孵化；种蛋批发零售；鸡雏生产、批发零售；肉鸡养殖；粮食收购及进出口活动；饲料

加工、批发零售及进出口活动；牲畜批发和进出口活动；牲畜批发和进出口活动；畜禽饲养技术开发、咨询、

交流、转让、推广服务。

2、北三峡养殖为宝泉岭农牧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北三峡

养殖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截至2017年12月31日，北三峡养殖总资产100,502.26万元，净资产62,122.30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

60,885.43万元，净利润-4,779.84万元；截至2018年09月30日，北三峡养殖总资产99,629.88万元，净资产64,

883.08万元，2018年1-9月，北三峡养殖实现营业收入55,530.89万元，净利润2,560.78万元。

上述关联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其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与各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坚持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和实际交易中的定价惯例，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采购与

销售价格均以市场价格确定，且不偏离第三方价格，具体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未与各关联方就关联交易签署书面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向宝泉岭农牧提供父母代肉种鸡雏鸡产品，落实了宝泉岭分公司白羽祖代肉种鸡场的产品销

路，有利于优化益生股份业务结构，提升益生股份整体经营业绩；宝泉岭农牧为公司宝泉岭分公司提供种鸡

饲料等产品，满足了宝泉岭分公司的日常经营需求。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较低，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产生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经核查，本次增加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该关联

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增加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增加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是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

易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公平

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增加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会议决议；

2、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经核查，本次增加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该关联

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增加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增加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是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

易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公平

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增加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

独立董事：

宫君秋 刘学信 战继红

201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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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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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12日，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益生股份” ）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10月01日通过通讯方式送

达给董事、监事。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九人。全体监事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曹积生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曹积生先生回避表决。

宝泉岭农牧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认缴该公司25.56%股权。公司董事长曹积生先生为宝泉岭农牧副

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宝泉岭农牧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关于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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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审核意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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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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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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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10月12日，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生股份”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10月01日通过通讯方式送达给监事。会议应到监事三

人，实到监事三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任升浩

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

根据公司对全年业务情况的预测， 同意在公司年初审议批准的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之基础上，

增加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易额度1,000.00万元，其他类型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仍以年初预计的额度为准。

本次增加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是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 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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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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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庞惠民先生的通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业务。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庞惠民 是 100

2018年10月

12日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之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0.75% 补充质押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庞惠民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33,465,9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10%。

本次股份质押后， 庞惠民先生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95,000,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71%，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71.18%。

本次股份质押为补充质押， 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庞惠民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无平仓风

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后续如出现平

仓风险，庞惠民先生将采取补充质押等方式应对，公司将会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897� � � �证券简称：意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4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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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5日接到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之一方建文先生关于其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方建文 是 250,000 2018年10月9日

2021年1月7

日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72% 补充质押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方建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549,576股，通过意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0,971,340股，合计持有14,520,916股，占公司总股本8.51%。其中本次

质押25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72%，占公司总股本的0.15%。方建文先生本次质

押后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2,25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5.49%，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

三、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截至本公告日，方建文先生所质押股份不存在

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

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5日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58� � �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8-084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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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问泽

鸿先生函告， 获悉问泽鸿先生将其持有的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质押展

期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原质押到期

日

展期后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问泽鸿 是 17,000,000 2017/9/11 2018/10/11 2018/11/11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9.62% 融资

问泽鸿 是 5,000,000

2018/4/9

2018/10/11 2018/11/11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83% 融资

问泽鸿 是

5,000,000 2018/6/8

2018/10/11 2018/11/11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83% 融资

问泽鸿 是 8,000,000

2018/6/22

2018/10/11 2018/11/11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4.53% 融资

问泽鸿 是

1,5000,000 2018/8/7

2018/10/11 2018/11/11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8.49% 融资

合计 - 50,000,000 - - - 28.3%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问泽鸿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66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23%。现累计

质押5,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8%，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28.3%。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问泽鸿先生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股份质押

展期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问泽鸿先生股权质押的后

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协议（变更交易要素）》。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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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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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郭信平先生的通知， 郭信平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

份办理了补充质押业务。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郭信平 是 200,000 2018-10-11 2018-12-14

广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07%

补充质

押

郭信平 是 2,010,000 2018-10-12 2020-10-11

无锡晋商海村

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0.69%

补充质

押

合计 2,210,000 0.76%

上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郭信平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89,264,42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8.94%，其中

已累计质押股份231,396,300股，占郭信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9.99%，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31.15%。

3、其他情况说明

郭信平先生本次股票质押为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

郭信平先生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公司

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