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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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赵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范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默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831,564,600.00 2,928,715,278.87 -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59,934,118.92 2,343,806,261.84 -3.5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514,988.06 -147,883,105.2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83,571,640.41 296,577,270.73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872,142.92 -72,936,245.6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889,783.85 -94,179,906.9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437 -3.04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46 -0.064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46 -0.0649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206,519.46 5,286,584.0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4,281.34 12,387,766.1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191.21 68,605.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4,693.68 -215,254.54

所得税影响额 -259,786.99 -510,059.71

合计 4,899,511.34 17,017,640.9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9,41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387,473,586 34.48 0 质押 333,050,000 其他

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 125,523,012 11.17 0 质押 125,523,000 未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47,072,891 4.19 0 无 0 国有法人

西藏泓涵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674,600 0.42 0 无 0 未知

谢定元 4,231,904 0.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玲 4,189,60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杭州德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3,763,088 0.33 0 无 0 未知

于桂芝 2,800,084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莹 2,783,9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泓羲 2,752,75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387,473,586 人民币普通股 387,473,586

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 125,523,012 人民币普通股 125,523,01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7,072,891 人民币普通股 47,072,891

西藏泓涵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74,600 人民币普通股 4,674,600

谢定元 4,231,904 人民币普通股 4,231,904

张玲 4,1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4,189,600

杭州德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763,088 人民币普通股 3,763,088

于桂芝 2,800,084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84

陈莹 2,78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3,900

潘泓羲 2,752,750 人民币普通股 2,752,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存在 《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优先股股东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的分析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增减分析

应收票据 10,160,000.00 29,995,153.60 -19,835,153.60 -66.13% 主要是本期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所致

预付账款 65,454,482.71 42,907,399.97 22,547,082.74 52.55% 主要是本期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56,536,968.38 41,071,587.74 15,465,380.64 37.65% 主要是本期应收股权转让余款所致

在建工程 23,666,867.66 13,853,362.03 9,813,505.63 70.84% 主要是本期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3,558,670.00 -3,558,670.00 -100.00%

主要是预付设备款本期转入固定资

产所致

短期借款 472,000,000.00 0.00 472,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6,033,307.09 76,428,871.97 -50,395,564.88 -65.94% 主要是本期支付货款所致

预收款项 21,112,280.55 14,650,264.10 6,462,016.45 44.11% 主要是本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410,421.74 9,458,139.49 -5,047,717.75 -53.37%

主要是本期发放上期计提的考核工

资所致

应付利息 0.00 8,271,123.29 -8,271,123.29 -100.00%

主要是本期支付计提的债券利息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0.00 399,141,509.43 -399,141,509.43 -100.00%

主要是本期兑付到期的应付债券所

致

少数股东权益 -12,682,362.11 10,882,758.32 -23,565,120.43 -216.54%

主要是本期转让子公司股权， 合并

范围发生变化影响少数股东权益

利润表构成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的分析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增减分析

研发费用 0.00 29,276.26 -29,276.26 -100.00%

主要是本期摊销的政府补助冲减了

当期研发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4,172,358.97 2,939,193.32 1,233,165.65 41.96%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同比有

所增加

投资收益 5,200,106.44 18,100,968.05 -12,900,861.61 -71.27% 主要是上年同期有确认的理财收益

其他收益 12,290,542.44 3,709,900.00 8,580,642.44 231.29%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大于上

年同期

营业外收入 68,605.00 1,500.00 67,105.00 4473.67% 主要是本期收到赔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0.00 200,000.00 -200,000.00 -100.00% 主要是上年同期有捐赠支出

少数股东损益 -2,352,745.41 -224,522.12 -2,128,223.29 947.89%

主要是本期少数股东确认的损益大

于上期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分析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增减分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6,148,077.32 756,913,518.62 -793,061,595.94 -104.78% 主要是上期收回理财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004,862.50 -606,161,370.86 650,166,233.36 -107.26%

主要是上期归还银行借款、 本期新

增银行借款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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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5日，公司发布关于出售公司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拟将公司所持有的

控股子公司徐州中信国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64.92%的股权进行转让，其中30.00%股权转让给中信国安（西

藏）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8.00%股权转让给江苏普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4.74%股权转让给安徽大聚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18%股权转让给徐州市通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

发布的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公司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8-053号）。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

承诺类型 解决同业竞争

承诺方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 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时间及期限 持续

是否有履行期限 否

是否及时严格履行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葡萄酒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行业整体调整影响，根据公司前三季度的生产经营情况，预测年初至下

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以经审计数据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名称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欣

日期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0084� � � �股票简称：中葡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8-062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9月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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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一酒制造》、《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8年

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18年1-9月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18�年1-9月主要经营情况：

1、按产品档次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名称 2018年1－9月销售收入 2017年1－9月销售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高档酒 4,019.36 5,426.63 -25.93

中低档酒 11,067.72 12,688.82 -12.78

合计 15,087.08 18,115.45 -16.72

2、按销售渠道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型 2018年1－9月销售收入 2017年1－9月销售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直销（含团购） 2,164.32 3,825.10 -43.42

批发代理-经销商 12,922.76 14,290.35 -9.57

合计 15,087.08 18,115.45 -16.72

3、按地区分部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名称 2018年1－9月销售收入 2017年1－9月销售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新疆地区 7,224.65 6,920.43 4.40

华东地区 4,623.69 7,016.29 -34.10

其他地区 3,238.73 4,178.73 -22.49

合计 15,087.08 18,115.45 -16.72

4、电商收入：

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徐州中信国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内2018年1-8月营业收入为9790.44万

元。

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 《中

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公司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53），此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徐州中信国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

二、公司2018年1-9月经销商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酒类产品新增经销商29家，退出经销商25家，报告期末共有经销商147家，较2017年年

末增加4家。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85� � �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18-141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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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8

年10月14日以口头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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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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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2385� � �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1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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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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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及河北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北大北农” ）、江西先农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先农” ）、江苏大北农水产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水产” ）、江西高安大北农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安大北农” ）、湖南金色农华种业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金色农华” ）、天津大北农昌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水产” ）、

娄底大北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娄底大北农” ）、郴州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大北

农” ）、梁平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梁平大北农” ）的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同意与天津昌

农对河北大北农提供不超过5,7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对江西先农、江苏水产、高安大北农、湖南金色

农华、天津水产、娄底大北农、郴州大北农、梁平大北农分别提供不超过3,000万元、2,000万元、1,000万元、1,

000万元、1,0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分别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一）为河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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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大北农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饶阳县支行申请项目融资授信额度不

超过5,700万元，用于河北大北农“饶阳南韩村年出栏十万头断奶仔猪建设项目” ，贷款期限不超过6年，该笔

授信贷款由天津昌农及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河北大北农的其他股东为天津昌农及公司提供反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河北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1月17日

（3）注册地点：河北饶阳经济开发区纵七路9号

（4）法定代表人：张若冰

（5）注册资本：60,000万元

（6）公司持股比例：88.45%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畜禽饲料、畜禽产品及肉制品；畜禽及良种繁育养殖、销售；畜禽饲养技术开

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农作物及林木种植、销售；粮食收购；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自营

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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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中京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中京泰审字（2018）2-25号审计

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河北大北农资产总额为26,753.35万元，负债总额为316.5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26,

436.76万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为-1,060.2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18%。

截止2018年9月30日，河北大北农资产总额为42,716.2万元，负债总额为9,030.7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33,

685.41万元；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93.12万元，净利润为-1,362.35万元，资产负债率2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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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饶阳县支行；

（3）担保期限：以河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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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为江西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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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同意为借款单位江西先农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申请最高额为

3,000万元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江西先农种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7年04月16日

（3）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洪都中大道151号

（4）法定代表人：季卫国

（5）注册资本：3,000万元

（6）公司持股比例：73.23%

（7）经营范围：杂交稻、杂交玉米及其亲本种子和常规稻种子，油菜、棉花种子的加工、包装、批发、零售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财务指标：根据江西修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赣修福审字[2018]00045号审计报告：截

至2017年12月31日，江西先农资产总额为14,781.77万元，负债总额为6,653.9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8,127.81万

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759.98万元，净利润为300.0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5.01%。

截止2018年9月30日， 江西先农资产总额为14,898.82万元， 负债总额为6,129.56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8,

769.26万元；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393.08万元，净利润为641.46万元，资产负债率4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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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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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苏水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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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水产拟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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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6月6日对江苏水

产提供不超过2,8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详见公告编号：2018-077），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江苏水产的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4,800万元。 由于公司对福建大北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

水产” ）持股85%，福建水产对江苏水产持股100%，公司间接持股江苏水产85%，因此，以上担保由福建水产的

其他提供反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江苏大北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年07月10日

（3）注册地点：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徐溜镇工业集中区

（4）法定代表人：范守军

（5）注册资本：4,000万元

（6）公司持股比例：85%

（7）经营范围：水产技术研发、兽药、水质改良剂（生物菌种）的研制、生产、销售，水产品养殖、销售，饲

料技术研发，配合饲料（畜禽、水产）、浓缩饲料（畜禽）生产（在《饲料生产许可证》许可有效期内经营），饲

料批发、零售。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7年12月31日,江苏水产公司资产总额为12,430.95万元，负债总额为7,818.85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4,612.10万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949.45万元， 净利润952.26万元， 资产负债率

62.9%。

截至2018年9月30日，江苏水产资产总额18,291.7万元，负债总额为11,801.97万元，所有者权益为6,489.73

万元；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9,365万元，净利润为1,135.0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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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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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为高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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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大北农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知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000万

元，授信期限为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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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高安大北农饲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2年6月27日

（3）注册地点：江西省高安市八景镇

（4）法定代表人：黄垒荣

（5）注册资本：5,000万元

（6）公司持股比例：100%

（7）经营范围：配合饲料生产和销售，兽药经营。

（8）主要财务指标：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8]51030014号审计报

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高安大北农公司资产总额为11,601.40万元，负债总额为2,670.23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8,931.17万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5,774.44万元，净利润为1,613.9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3.02%。

截止2018年9月30日，高安大北农资产总额为11,179.24万元，负债总额为2,294.1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8,

885.05万元；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0,864.42万元，净利润为953.88万元，资产负债率2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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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知支行；

（3）担保期限：每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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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津水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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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水产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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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公司对福建大北农水产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水产” ）持股85%，福建水产对天津水产持股100%，公司间接持股天津水产

85%，因此，以上担保由福建水产的其他提供反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天津大北农昌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07月26日

（3）注册地点：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大北农（天津）科技园院内

（4）法定代表人：肖文博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公司持股比例：85%

（7）经营范围：水产养殖技术研发；水产饲料及原料、饲料添加剂、生物制剂（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

兽药销售；水产养殖；水产品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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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水产资产总额为1,920.04万元，负债总额为1,647.56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272.48万元；2017年全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895.85万元， 净利润为-227.52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5.81%。

截至2018年9月30日，天津水产资产总额为3,622.86万元，负债总额为2,244.38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378.48

万元；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3,581.94万元，净利润为606.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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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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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为湖南金色农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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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色农华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知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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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6年1月6日

（3）注册地点：长沙市芙蓉区雄天路98号孵化楼1号406室

（4）法定代表人：谭春平

（5）注册资本：3,000万元

（6）公司持股比例：73.26%

（7）经营范围：农作物种子生产；农作物品种的选育；销售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

作物种子、农业机械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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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7年12月31日，湖南金色农华资产总额为13,209.62万元，负债总额为6,582.8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6,626.77万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407.14万元，净利润为2,406.26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49.83%。

截止2018年9月30日，湖南金色农华资产总额为13,505.40万元，负债总额为6,531.1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6,

974.26万元；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199.03万元，净利润为347.48万元，资产负债率4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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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知支行；

（3）担保期限：每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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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为娄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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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底大北农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知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500万

元，授信期限为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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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大北农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年1月6号

（3）注册地点：娄底市经济开发区第二工业园

（4）法定代表人：李逢春

（5）注册资本：4,000万元

（6）公司持股比例：100%

（7）经营范围：饲料生产、加工、销售；农业信息技术开发、服务；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7年12月31日，娄底大北农资产总额为6,835.52万元，负债总额为2,909.41万

元， 所有者权益为3,926.11万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853.97万元， 净利润为91.00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42.56%。

截止2018年9月30日， 娄底大北农资产总额为7,806.32万元， 负债总额为3,866.84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3,

939.48万元；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14.59万元，净利润为13.37万元，资产负债率49.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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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知支行；

（3）担保期限：每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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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为郴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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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州大北农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知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500万

元，授信期限为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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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年8月12日

（3）注册地点：郴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工业园

（4）法定代表人：邓云武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公司持股比例：100%

（7）经营范围：主营饲料的生产、销售和服务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7年12月31日，郴州大北农资产总额3,609.50万元，负债总额1,294.83万元，所

有者权益2,314.67万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5,290.29万元，净利润为495.4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5.87%。

截至2018年9月30日，郴州大北农资产总额4,409.39万元，负债总额1,697.29万元，所有者权益2,712.10万

元；2018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2,150.40万元，净利润为397.4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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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知支行；

（3）担保期限：每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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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为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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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平大北农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知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500万

元，授信期限为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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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12年2月23日

（3）注册地点：重庆市梁平工业园区A区

（4）法定代表人：王军平

（5）注册资本：4,500万

（6）公司持股比例：100%

（7）经营范围：生产：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销售兽药(国家规定的特殊药品除外)；销售：饲料

及原辅材料；农业信息技术的开发、服务。 （须经审批的经验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8）主要财务指标：根据北京中京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中京泰审字（2018）2-23号审计报

告：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梁平大北农资产总额为7,220.24万元， 负债总额为1,842.90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5,

377.34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1,366.66万元，净利润为748.1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5.52%。

截止到2018年9月30日，梁平大北农资产总额为6,693.92万元，负债总额为1,395.82万元，所有者权益为5,

298.10万元；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338.88万元，净利润为-79.25万元，资产负债率2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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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知支行；

（3）担保期限：每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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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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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305.3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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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9%。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额度不超过202,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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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股票代码：002385� � � �股票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18-143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兑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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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 方便投

资者及时领取付息/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18大北农SCP001

4.债券代码：011800298.IB

5.发行总额：人民币5亿元

6.债券期限：240天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5.33%

8.兑付日：2018年10月28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二、付息/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付息/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

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

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

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田春梅

联系电话：010-82856450

2.主承销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健

联系电话：010-57092440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电话：021-23198708、23198682、63323877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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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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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公司股票自2016年9月19日开

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63）。 2016年9月

30日，经与相关各方论证，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10月1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于2016年10月1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6-067）。 2016年10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6-072），公司股票自2016年10月1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已按照相

关规定至少每5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17年6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6月1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2017年6月23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

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7】第34号，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2017年6月29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进行回复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重组问询函后，立即组织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对重组问

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条落实和回复，由于相关问题涉及的工作量较大，公司预计无法在2017年6月29日

前完成回复，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并于2017年6月29日披露了《关于延期回复深

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59）。公司于2017年7月6日、7月13日、7

月20日、7月27日、8月3日、8月10日、8月17日、8月24日、8月31日、9月7日、9月14日、9月21日、9月28日、10月12

日、10月19日、10月26日、11月2日、11月9日、11月16日、11月23日、11月30日、12月7日、12月14日、12月21日、

12月28日、2018年1月5日、1月12日、1月19日、1月26日、2月2日、2月9日、2月23日、3月2日、3月9日、3月16日、3

月23日、3月30日、4月10日、4月17日、4月24日、5月3日、5月10日、5月17日、5月24日、5月31日、6月7日、6月14

日、6月22日、6月29日、7月6日、7月13日、7月20日、7月27日、8月3日、8月10日、8月17日、8月24日、8月31日、9

月7日、9月14日、9月21日、9月29日、10月13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临2017-060、 临2017-063、 临2017-064、 临2017-065、 临2017-067、 临2017-068、 临2017-069、临

2017-070、临2017-079、临2017-080、临2017-082、临2017-084、临2017-086、临2017-089、临2017-090、临

2017-091、临2017-092、临2017-094、临2017-095、临2017-096、临2017-097、临2017-103、临2017-105、临

2017-106、临2017-109、临2018-001、临2018-002、临2018-003、临2018-004、临2018-007、临2018-008、临

2018-009、临2018-011、临2018-012、临2018-013、临2018-022、临2018-023、临2018-026、临2018-028、临

2018-030、临2018-032、临2018-033、临2018-034、临2018-035、临2018-038、临2018-039、临2018-040、临

2018-041、临2018-042、临2018-046、临2018-048、临2018-049、临2018-050、临2018-051、临2018-059、临

2018-060、临2018-061、临2018-065、临2018-067、临2018-068、临2018-069、临2018-071、临2018-07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中介机构及其他相关方正继续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由于本次重组的

主要标的资产处于境外且分布较广、交易对方较多、方案复杂、协商难度较高，就重组方案的调整和问询函

回复相关事项的确认、协调、完善，对标的资产和交易对方的补充尽职调查，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以及方案

调整的最终确认均需要一定时间。 公司正全力以赴推动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加快推进相关补充尽职调查

工作，加快与交易对方就重组方案相关事项进行沟通、确认、协调，并持续推进相关补充尽职调查、评估等

工作的开展，以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程。 公司将在本次重组方案的调整和问询函回复等相关工作

完成后，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并提交相关材料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后，公司

将及时申请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0日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084� � � �公司简称：中葡股份

第三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603345� � �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2018-094

转债代码：113513� � � �转债简称：安井转债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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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理财金额：暂时闲置自有资金8,000万元人民币

● 理财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8年度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4.4亿元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及4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

期限为12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

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一、前期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自前述2018年7月24日董事会后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厦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 ）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 ）的相关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

方

受托方 资金类型 产品名称

投资

起始日

期限（天）

投资

到期日

年化收益率

投资金额

（万元）

1 公司

厦门国际银

行

闲置自有

资金

公司结构性存款（挂钩SHIBOR�A款）

第609期

2018/�8/8 93 2018/11/9

预计

4.69%

6200

2 公司 民生银行

闲置自有

资金

GS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业务

（2018第725期）

2018/�8/13 107 2018/11/28

预计

4.95%

5000

3 公司

厦门国际银

行

闲置自有

资金

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挂钩SHIBOR�

A款）第838期

2018/�8/22 120 2018/12/20

预计

4.69%

5000

4 公司 民生银行

闲置自有

资金

GS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2018

第807期）

2018/�9/6 123 2019/1/7

预计

4.90%

6000

5 公司

厦门国际银

行

闲置自有

资金

公司结构性存款（挂钩SHIBOR�A款）

第1209期

2018/�10/11 94 2019/1/13

预计

4.11%

5000

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 民生银行均无关联关系。

二、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民生银行的相关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

方

受托方 资金类型 产品名称

投资

起始日

期限（天）

投资

到期日

年化收益率

投资金额

（万元）

1 公司 民生银行

闲置自有

资金

GS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业务

（2018第901期）

2018/�10/19 94 2019/1/21

预计

4.70%

8000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于低风

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风险控制措施

在上述期间，公司将与各理财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

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审计部门对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行为进行日常监督与检查。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保本型理财产品金额合计为35,200万元，

汇总如下：

序号 委托方 受托方 资金类型 产品名称 投资起始日 期限（天） 投资到期日 年化收益率

投资金额（万

元）

1 公司

厦门国际银

行

闲置自有资

金

公司结构性存款（挂钩SHIBOR�

A款）第609期

2018/�8/8 93 2018/11/9

预计

4.69%

6200

2 公司 民生银行

闲置自有资

金

GS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

业务（2018第725期）

2018/�8/13 107 2018/11/28

预计

4.95%

5000

3 公司

厦门国际银

行

闲置自有资

金

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挂钩

SHIBOR�A款）第838期

2018/�8/22 120 2018/12/20

预计

4.69%

5000

4 公司 民生银行

闲置自有资

金

GS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

（2018第807期）

2018/�9/6 123 2019/1/7

预计

4.90%

6000

5 公司

厦门国际银

行

闲置自有资

金

公司结构性存款（挂钩SHIBOR�

A款）第1209期

2018/�10/11 94 2019/1/13

预计

4.11%

5000

6 公司 民生银行

闲置自有资

金

GS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

业务（2018第901期）

2018/�10/19 94 2019/1/21

预计

4.70%

8000

六、备查文件

1、《中国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协议》（产品编码：FGDA18901L）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603345� � �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2018-095

转债代码：113513� � � �转债简称：安井转债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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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建设华北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汤阴县境内注册成立子公司。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对外投资建设华北生产基地项目的公告》（编号：2019-093）

河南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安井”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于近日完成工商注册手续，并取

得由汤阴县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23MA45WO4GX9

2、名称：河南安井食品有限公司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汤阴县产业集聚区中华路与复兴大道交叉口东南

5、法定代表人：刘鸣鸣

6、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圆整

7、成立日期：2018年10月18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速冻食品制造；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鱼糜制品加工；水产品及制品加工；米面制品加工；

鸡鸭猪肉及牛羊肉调理品加工；成品和半成品菜肴加工；收购农副产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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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