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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住所：鸡西市虎林市密山镇

法定代表人：王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9,865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中转，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93,935万元、净资产9,86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7,849万元、净利润1,622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迎春粮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3.绥化华粮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东风路173号

法定代表人：王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2,875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中转，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7,693万元、净资产-3,83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9,538万元、净利润1,60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绥化华粮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4.肇东宋站华粮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绥化市肇东市宋站镇一道街

法定代表人：赵大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2,143万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中转，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13,814万元、净资产3,44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7,540万元、净利润1,302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肇东宋站华粮粮食储备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5.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4层401内422

法定代表人：马王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

用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4,873.49万元、净资产4,016.6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5,307.10万元、净利润-849.

3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6.中粮贸易安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美菱大道394号万通大厦

法定代表人：杨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粮油批发、零售。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中转；大米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41,801万元、净资产7,14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91,685万元、净利润1,151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贸易安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7.中粮福临门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1号楼-2、7-506

法定代表人：董巍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主营业务：食品销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01,453.59万元、净资产8,368.8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006,680万元、净利润8,

368.8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福临门食品营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8.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路

法定代表人：董巍

注册资本：14,500万美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生产和加工各种油籽、油料、大米、面粉等油脂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608,282.76万元、净资产503,463.9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593,307.92万元、净利

润49,670.80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

失。

19.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东省日照市岚山港北

法定代表人：顾利峰

注册资本：8,415.9139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和经营各类油籽、油料、植物油脂、蛋白饲料等粮油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等。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07,058.63万元、净资产121,162.4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26,819.97万元、净利润

31,417.75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0.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唐渡四路（中粮大道）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4,215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物饲料、蛋白饲料的开发、生产与销售；菜籽、大豆、小麦玉米、稻谷花生、棉籽、棕榈油等农产品加工及副产

品深加工和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97,521万元、净资产25,44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11,212万元、净利润432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1.中粮四海丰（张家港）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苏扬子江化学工业园中粮东海粮油办公楼四楼403室

法定代表人：赵长江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整

主营业务：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仓储，农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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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188,380.12万元、净资产-84,996.8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140,135.57万元、净

利润-105,125.01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四海丰（张家港）贸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2.中粮艾地盟粮油工业（菏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东省菏泽开发区长江东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李诚琨

注册资本：2,240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和经营油籽、油料、植物油脂、食用植物油、饲料粮油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生产经营包装材料、塑料

制品，提供油籽、油料、动植物油脂、食用植物油的储存、深加工服务以及上述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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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57,137.40万元、净资产34,005.5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83,414.37万元、净利润6,

483.05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艾地盟粮油工业（菏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

失。

23.中粮粮油工业（荆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青吉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4,275万美元

主营业务：农产品的加工及副产品的深加工和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07,455.67万元、净资产33,211.4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95,162.77万元、净利润

3,676.67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荆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4.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新沙公园路8号

法定代表人：董巍

注册资本：38,053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精炼木本食用油料。生产和销售大米、食品（各种粕料、动植物园、植物蛋白、杂粮和饲料等粮油产品及其

副产品和深加工产品）深加工产品的包装材料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94,694.74万元、净资产136,065.0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34,856.80万元、净利润

7,747.8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5.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西省钦州市钦州港建港路39号

法定代表人：董巍

注册资本： 94,803.61868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生产加工和经营各种油籽、油料、动植物油脂、植物蛋白、麦芽和大麦等粮油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62,675.17万元、净资产131,563.3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01,099.80万元、净利润

21,852.57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6.中粮粮油工业（重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沿江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人民币33,203.4875万元

主营业务：菜籽、大豆、小麦、玉米、稻谷、花生、棉籽、棕榈油、花椒油等农产品加工及副产品的深加工和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56,227.48万元、净资产16,259.7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25,742.7万元、净利润-3,

213.72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重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7.中粮祥瑞粮油工业（荆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钟祥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2,932万美元

主营业务：粮油加工及仓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94,905万元、净资产24,31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55,795万元、净利润1,072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祥瑞粮油工业（荆门）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8.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沿江路95号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5,380万美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饲料生产销售;油脂加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18,226.83万元、净资产37,128.3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35,457.34万元、净利润

1,050.2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9.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上宏中路17号

法定代表人：张树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万元

主营业务：预混合饲料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0,095.09万元、净资产10,043.2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1,627.94万元、净利润2,

761.58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0.中粮饲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福临门大厦11层

法定代表人：许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106,824.528007万元

主营业务：饲料加工，粮食收购，饲料原料贸易等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97,078.70万元、净资产106,179.5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1,487.06万元、净利润

5,326.21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1.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港内1号

法定代表人：孙志刚

注册资本：5,506.3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动植物油脂、豆粕、菜籽粕，粮食收购及批发。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11,979万元、净资产127,20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40,000万元、净利润6,585万

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2.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巢湖市居巢区民营经济园旗山路

法定代表人：王印基

注册资本：人民币3,820万元

主营业务：生物饲料、蛋白饲料的开发、生产与销售；菜籽、大豆加工及副产品的深加工和销售（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

营）；小麦、玉米、稻谷、花生、棉籽、棕榈油等农产品及副产品的深加工和销售（该项目为筹备，凭许可证生产经营）；相关仓储

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62,978.27万元、净资产27,056.8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6,060.08万元、净利润5,

395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3.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征仪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马卫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

主营业务：从事饲料及添加剂领域技术开发、技术检测、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

饲料、谷物、豆类、薯类；货物进出口。饲料生产；兽药经营；粮食收购。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4,678.80万元、 净资产3,792.45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21,457.51万元、 净利润

447.3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

失。

34.中粮面业（海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海宁经济开发区施带路33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45,370.41万港币

主营业务：小麦粉（通用、专用）、挂面（普通挂面、花色挂面）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81,154.20万元、净资产36,316.9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62,433.34万元、净利润

73.01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面业（海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5.沈阳香雪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沈阳辉山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辉山大街158号

法定代表人：王震

注册资本：人民币10,610.8449万元

主营业务：面粉、挂面生产与销售、粮食收购，仓储，面制品生产与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49,592.88万元、净资产17,592.7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0,984.09万元、净利润

407.7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沈阳香雪面粉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6.中粮饲料（巢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安徽居巢区经济开发区旗山路

法定代表人：王希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及销售饲料；饲料原辅料购销；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3,749.72万元、 净资产1,166.53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40,126.56万元、 净利润

166.53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7.中粮米业（盐城）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18,160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仓储、烘干及包装服务；谷物种植（不含我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不含农作物转基因品种、

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51,776.65万元、净资产21,797.0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2,008.42万元、净利润6,

941.07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米业（盐城）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8.漳州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漳州芗城区石亭镇南山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赵清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主营业务：禽料、猪料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7,039.22万元、净资产3,645.2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9,580.63万元、净利润-128.

08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漳州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9.厦门海嘉面粉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和宁路12号

法定代表人：王震

注册资本：人民币8,995.5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粮油批发、零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0,202.90万元、净资产22,11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9,689万元、净利润2,570.58

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厦门海嘉面粉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0.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鹏泰路3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1,734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各种等级专用面粉、麸皮及挂面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50846万元、净资产31,11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3,095万元、净利润1,080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1.蒙牛乳业(沈阳)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路121-2号

法定代表人：张俊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及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1123.15万元、净资产16,388.7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6,737.09万元、净利润1,

839.99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为间接持有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份的第一大股东， 因此本公司与蒙牛乳业

（沈阳）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蒙牛乳业(沈阳)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2.沈阳蒙牛达能乳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路121-2号

法定代表人：王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

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及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0,423.69万元、净资产10,833.7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7,161.99万元、净利润2,

525.6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因此本公司与沈阳蒙牛达

能乳制品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因此本公司与蒙牛乳制品

（眉山）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沈阳蒙牛达能乳制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3.中粮面业（泰兴）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泰兴市经济开发区过泰路8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5,538.76万港币

主营业务：生产小麦粉/挂面/粮食收购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6,152万元、净资产7,48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0,561万元、净利润2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面业（泰兴）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4.吉林中粮生化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长春市解放大路2677号光大大厦20层

法定代表人：佟毅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散装食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调味品、淀粉及淀粉制品，淀粉糖（凭食品流通许可证经营）、食品添加剂、

饲料、原粮、杂粮、木薯、肥料，以及与销售业务配套的仓储、包装、信息咨询；进出口贸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品种除外）。）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64,099万元、净资产922.5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13,946.23万元、净利润156.85

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吉林中粮生化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5.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盛乐四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展在中

注册资本：人民币4,800万元

主营业务：配制、生产、包装和销售各种饮料产品、现调糖浆；从事饮料与食品（葡萄酒、巧克力、食用油等饮料与食品）的

批发、零售（店铺销售除外）；生产、销售带有公司自有品牌或经授权使用之品牌标志的礼品及宣传纪念品；食品用塑料包装、

容器等制品的生产及销售；瓶（桶）装饮用水的生产及销售；进出口贸易；提供与生产、销售上述产品相关的配套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8,047万元、净资产8,22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51,860万元、净利润25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内蒙古）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

失。

46.蒙牛乳业（太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唐槐南路正阳街口（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马文秀

注册资本：人民币11,667万元

主营业务：乳制品、饮料的生产加工与销售；乳制品、饮料的原辅料、包装物、机械设备、仪表仪器及配件的销售及加工；低

值易耗品及资产租赁；畜牧饲养；蔬菜瓜果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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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7,068万元、净资产14,14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51,523万元、净利润2,266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因此本公司与蒙牛乳制品

（太原）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蒙牛乳业（太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7.石家庄君乐宝乐时乳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石家庄市鹿泉经济开发区云开路49号

法定代表人：谢卫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2,900.03万

主营业务：各种牛乳及乳饮料生产、销售；农业产品的收购（粮食除外）；乳制品包装的加工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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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5,000万元、净资产12,0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08,975万元、净利润4,574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因此本公司与石家庄君乐

宝乐时乳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石家庄君乐宝乐时乳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8.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石家庄市石铜路68号

法定代表人：魏立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5,235万元

主营业务：乳制品【液体乳（调制乳、灭菌乳、发酵乳）】、饮料的生产、销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食品添加剂（氮气）的生产、销售；商品进出口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5,223万元、净资产15,13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34,652万元、净利润17,280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因此本公司与石家庄君乐

宝乳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9.中粮可口可乐华北饮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环保产业园区起步区景观大道北侧B-03号

法定代表人：王赫

注册资本：人民币7,800万元

主营业务：配制、生产、包装和销售各种饮料产品、现调糖浆；从事饮料与食品（葡萄酒、巧克力、食用油等饮料与食品）的

批发、零售（店铺销售除外）；生产、销售带有公司自有品牌或经授权使用之品牌标志的礼品及宣传纪念品；食品用塑料包装、

容器等制品的生产及销售；瓶（桶）装饮用水的生产及销售；进出口贸易；提供与生产、销售上述产品相关的配套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8,050万元、净资产16,65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579万元、净利润586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可口可乐华北饮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0.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19层

法定代表人：马王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

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

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借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

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033,160.71万元、净资产340,791.3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2,116.19万元、净利

润19,359.36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1.达能乳业（北京）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北1街6号

法定代表人：刘凝

注册资本：人民币31,200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加工乳制品（含乳饮料）；销售自产产品；提供售后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8,046万元、净资产16,82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7,689万元、净利润10,153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为间接持有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份的第一大股东， 因此本公司与达能乳业

（北京）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达能乳业（北京）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2.武汉中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阳逻经济开发区金阳大道23号

法定代表人：赵永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20,604.99万元

主营业务：淀粉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淀粉加工，淀粉糖生产，销售自产产品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7,555.78万元、净资产22,242.0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1,437.02万元、净利润

614.5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武汉中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3.可口可乐装瓶商管理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工业大道东段60号

法定代表人：沙伟晔

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主营业务：可口可乐相关产品原液、配制、生产、包装、饮料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0,000万元、净资产16,0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258,968万元、净利润78,965万

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可口可乐装瓶商管理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4.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金华镇清凉西路66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8,462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大米、挂面、小麦粉、饲料、淀粉糖；食品添加剂；生产上述产品的包装材料（不含印刷品）；粮食收购、

粮油批发及饲料原料批发；销售本公司产品，并从事上述产品仓储业务和相关信息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68,093万元、净资产51,50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98,585万元、净利润26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5.中粮贸易内蒙古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路23号

法定代表人：胡同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购销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28,447.2万元、净资产1,190.0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43,473.87万元、净利润

192.23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贸易内蒙古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6.中粮期货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5号中青旅大厦15层、3层310-313室

法定代表人：王庆

注册资本：人民币84,620万

主营业务：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101,965.39万元、净资产299,997.9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8,785.72万元、净利

润12,810.66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7.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黑龙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哈尔滨市平房区晨曦路1号

法定代表人：石伟永

注册资本：4,400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饮料、为其他公司代加工饮料。生产、销售有关的包装材料、用品及其它配套设施。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78,191万元、净资产28,19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2,597万元、净利润503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黑龙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8.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4层401内422

法定代表人：马王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4,873.49万元、净资产4,016.6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5,307.10万元、净利润-849.

3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9.锦州中孚仓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锦州市开发区阜新路

法定代表人：李欣阳

注册资本：人民币3,800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粮食贸易、仓储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41,248万元、净资产2,66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9,214万元、净利润2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锦州中孚仓储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0.中粮米业（绥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黑龙江省绥化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22,735.46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小麦、玉米、水稻、大豆及杂粮);大米加工;仓储(不含易燃易爆剧毒及危险化学品);塑料编织袋、纸板

容器及自产产品的经销。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59,166.51万元、净资产23,606.5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18,531.8万元、净利润7,

306.26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米业（绥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1.中谷成吉思汗扎兰屯市粮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兴胜路43号

法定代表人：林亚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2,458.714145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6,890万元、净资产3,47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9,552万元、净利润651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谷成吉思汗扎兰屯市粮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2.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未来科学城南区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辅楼2307

法定代表人：郝小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2,743万元

主营业务：食品质量检验及仲裁检验，食品鉴定等。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92,334万元、净资产80,84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024万元、净利润-352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3.中纺国际服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9号中纺大厦1001-1009室

法定代表人：段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主营业务：国际流行时装、服装、服饰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出口和内销）以及各类纺织品、鞋帽、日用百货、劳保用品

等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9,700万元、净资产15,6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0,000万元、净利润2,000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纺国际服装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4.中粮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2号楼-5、6-401

法定代表人：李士祎

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万元

主营业务：葡萄酒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68,500万元、净资产10,8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5,000万元、净利润1,800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5.中粮饲料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达广场B3座2405房

法定代表人：孙峰

注册资本：分公司无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饲料原料、添加剂零食与批发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2,035万元、净资产-24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9,677.93万元、净利润-280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6.中粮屯河崇左糖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西省崇左工业区工业大道

法定代表人：张爱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35,152万元

主营业务：糖（白砂糖、赤砂糖、原糖、药用辅料糖、糖浆）的生产、销售及废蜜、蔗渣、有机肥等制糖副产品的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02,883.37万元、净资产46,029.6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3,193.17万元、净利润1,

174.7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屯河崇左糖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7.中粮贸易吉林有限公司榆树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八号镇大岗村

法定代表人：丛树槐

注册资本：分公司无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粮食收储、经销；化肥、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及非药品易制毒化学品）、农机、经销（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9,929万元、净资产2,18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6,539万元、净利润792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贸易吉林有限公司榆树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8.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56-34号701室

法定代表人：张旭东（负责人）

注册资本：分公司无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粮食零售批发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9,819.17万元、净资产-2,291.4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8,975.05万元、净利润

-119.96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

失。

69.中粮米业（五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黑龙江省五常市中粮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16,764万元

主营业务：大米加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50,944万元、净资产20,12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1,030万元、净利润3,267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米业（五常）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70.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四川）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工业大道东段60号

法定代表人：栾秀菊

注册资本：1,7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配制、生产、包装、饮料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92,000万元、净资产8,6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27,000万元、净利润5,000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四川）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交易方（除已特别说明之外）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

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规律，以市场同类交易标的的价格为依据。交货、付款均

按相关合同条款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前已签订协议或合同的，延续双方以前签订的协议或合同。未签订协议或合同的，根据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待

发生交易时再由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原则，详细约定交易价格、交易内容等事项，协商签订协议或合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

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必

要性分析如下：

（一）玉米

玉米采购关联交易，主要是通过中粮集团在粮源、物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积极开展国内外玉米贸易协同，特别是进口玉

米带来的价格差异，有利于降低产品成本。

（二）燃料乙醇

燃料乙醇的采购与销售关联交易，主要是在互利互惠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中粮集团内部协同，弥补我公司产销缺口，保证

燃料乙醇销售区域的市场供应，同时扩大公司销量，实现进口乙醇的分销创利。

（三）食用油

食用油的采购与销售关联交易，主要是在互利互惠的情况下，加强中粮集团内部协同合作，提高安徽中粮油脂有限公司

设备利用率，增加销售收入，提高油脂公司盈利能力。

（四）饲料原料及食品和食品配料及其他采购及销售

公司与中粮集团旗下公司合作开展饲料原料及食品和食品配料的采购及销售业务， 主要是为了利用中粮集团海内外资

源优势，降低采购成本、拓展销售业务，增加公司利润。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事前认审阅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认为：

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事项，符合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

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规律，以市场同类交易标的的价格为依据。交货、付款均按相关合同条款执行。

上述交易内容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允、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公司与

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要求，作为中粮生化独立董事，事前对公司董事会提供

的相关材料认真审阅，听取相关人员汇报，就有关事项发布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保障原料供应、扩大销售渠道和业务范围的需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体现了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会议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确认函；

3、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000731� � �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19-17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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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5日16:00在四川省德阳市公司总部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由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陈红浪女士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红浪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陈红浪女士的简历详见《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的相关规定，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成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陈红浪、陈利、何琳、朱厚佳、陈晟、陈嵩、杨德奎组成，陈红浪女士任主任委员；

2.预算委员会：由陈利、朱厚佳、陈嵩组成，陈利先生任主任委员；

3.审计委员会：由陈红浪、朱厚佳、陈嵩组成，朱厚佳先生任主任委员；

4.提名委员会：由陈红浪、陈晟、陈嵩组成，陈晟先生任主任委员；

5.风险管理委员会：由陈嵩、陈晟、何琳组成，陈嵩先生任主任委员；

6.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陈晟、陈嵩、陈利组成，陈晟先生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成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的简历详见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5）；职工董事杨德奎先生的简历详见《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选职

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6）。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31� � �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19-18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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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5日16:30在四川省德阳市公司总部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7名，实际出席监事6名，非职工代表

监事郑宏钧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书面委托非职工代表监事王霜女士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会议由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陈亮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陈亮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陈亮先生的简历详见《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52� � � �证券简称：昇兴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5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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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3月18日上午以

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永贤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3月14日以

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参加会议董事六人，实际参加会议

董事六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山东昇兴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山东昇兴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52� � � �证券简称：昇兴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6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山东昇兴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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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山东昇兴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昇兴（山东）包装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昇兴” ）因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开

发区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贷款， 拟同意公司为上述银行贷款提供最高额连带

责任担保；公司提供的担保期间截止至相关被担保债务到期日后二年，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

理本次担保的相关事宜。（具体以山东昇兴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开发区支行签订的融资合

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且山东昇兴的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根据

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后，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昇兴（山东）包装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3.注册资本：1,425万美元

4.股权结构：昇兴股份占注册资本的75%；昇兴香港占注册资本的25%。

5.法定代表人：林永保

6.成立日期：2010年1月27日

7.住所：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二路以东，经三路以西，纬九路以北，迪米特公司以南。

8.经营范围：生产马口铁空罐及马口铁底盖（厚度0.3毫米以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凭许可证

在有效期内经营）；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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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山东昇兴的资产总额为30,244.86万元，负债总额为3,094.12万元（其中：短

期借款0万元），净资产为27,150.74万元，营业收入为38,742.31万元，利润总额为374.72万元，净利润为

273.73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山东昇兴的资产总额为31,289.38万元，负债总额为2,156.25万元（其中：短

期借款0万元），净资产为29,133.13万元，营业收入为48,689.04万元，利润总额为2,556.15万元，净利润

为1,982.39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为山东昇兴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开发区支行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保证期间截止至相关被担保债务到期日后二年。

3、担保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整。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署协议，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及山东昇兴与贷款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东昇兴提供担保，有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解决其经营发

展所需资金的融资需求，进一步提高其经营效益；山东昇兴目前经营及资信状况正常，有能力偿还到

期债务，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产生影响。

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由于本次担保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0%，且山东昇兴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提供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39,396.21万元，其中，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为39,396.21万元（全部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0元，不存在公司及子公司为合并

报表范围以外任何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2017

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179,411.83万元的21.96%。

若计入本次担保事项拟签订的额度，则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45,396.21万元，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79,411.83万元的25.30%。本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未清偿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21� � �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19-015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冻结情况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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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1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13）， 于2018年7月26日

披露了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224），于2018年9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

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84），于2018年10月2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

东持有公司股份冻结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301），于2018年10月27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315）， 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冻结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323），

于2018年12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轮候冻结部分被解

除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342），于2018年12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

股份轮候冻结部分被解除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350），于2019年1月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一

大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冻结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近日通过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 获悉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空龙翔” ）及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兼总经理钟葱持有的公司股份冻结

情况发生变化。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冻结股数

（股）

轮候冻结机关

轮候期

限（月）

本次冻结占其所

持有股份比例

冻结日期 轮候情况

上海碧空龙翔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149,383,805

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

36 100% 2019.3.13

冻结(原股+红股

+红利)

钟葱 否 107,572,815

南京市雨花台区

人民法院

36 100% 2019.3.14

冻结(原股+红股

+红利)

二、股东累计被质押、冻结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碧空龙翔持有公司股份 149,383,8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90%，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为 140,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83%，占其持股总数的 94.05%；处于冻结状态股份

为 149,383,80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7.90%， 占其持股总数的 100%。 钟葱持有公司股份107,572,8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9%，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100,301,578�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2.02%，占

其持股总数的 93.24%；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为 107,572,815�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2.89%，占其持股

总数的100%。

三、目前的进展、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以上冻结事项暂未对公司的正常运行和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

展情况，并及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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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3月19日

证券代码：600479� � �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19-007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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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3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801号千金药业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5,928,5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47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江端预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李葵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王广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谢爱维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363,177 99.5840 565,355 0.416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董事候选人李葵先生

为公司董事

135,899,598 99.9787 是

2.02

选举董事候选人钟海飚先

生为公司董事

135,899,598 99.9787 是

2.03

选举董事候选人袁斌先生

为公司董事

135,899,598 99.978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15,982,041 96.5834 565,355 3.4166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对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怡堃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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