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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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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霍山县佛子岭镇迎驾山庄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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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5,25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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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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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倪永

培先生因公出差，经与会董事一致推举，由公司董事、总经理杨照兵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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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倪永培先生、宋书玉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郝万祥先生、吴安琳女士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孙汪胜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巩德江先生、沈守强先生，财务负责人舒启军先生

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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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254,169 99.9995 2,800 0.0004 400 0.0001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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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250,169 99.9988 0 0.0000 7,200 0.0012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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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250,169 99.9988 400 0.0000 6,800 0.0012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财务决算和2019年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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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792,674 99.7730 1,457,895 0.2259 6,800 0.0011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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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257,3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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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795,474 99.7734 1,453,295 0.2252 8,600 0.0014

7、 议案名称：《关于全面修订〈投资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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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244,569 99.9980 4,200 0.0006 8,600 0.0014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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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784,174 99.7716 1,466,395 0.2272 6,800 0.0012

9、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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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218,869 99.9940 29,900 0.0046 8,600 0.001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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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407,5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4,934,324 77.0083 1,466,395 22.8855 6,800 0.10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6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由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内容不涉及关联交易，无关联股东回避情况发生。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振武、杨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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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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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1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

秘书滕有西先生的 《减持计划通知函》， 滕有西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755,580股， 占公司总股本

0.1038%，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137%。本次减持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滕有西

2、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滕有西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55,580股，占公司总股本0.1038%。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财务需要。

2、股份来源：公司股权激励行权股份。

3、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

则不减持。

5、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滕有西先生计划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占公司总股本0.0137%。若上述计划减持期间内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股份变动事项，则减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6、价格区间：根据市场交易价格确定。

7、滕有西先生相关减持承诺及履行情况：

作为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滕有西先生承诺：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目前，滕有西先生切实履行其承诺事项，不存在违背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上

述承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滕有西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的情况。

3、滕有西先生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需要及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 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

实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4、滕有西先生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股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减持计划通知函》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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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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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深南股份；股票代码：002417）交易

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内（2019年5月17日、2019年5� 月20日、2019年5月21日）收盘价格涨跌幅累积偏离

-20.2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 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就相关事项进行

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除了已于2019年5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拟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

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目前，上述交易事项正在开展审计、

评估等相关工作，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了已于2019年5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

司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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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外，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 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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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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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根据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3月15日披露的《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股份增持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公司大股东万乘私募基金之基金管理人上海万琰辰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万琰辰” ）计划自2019年3月15日至2020年3月14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100万至880万股公司股票。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

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公司大股

东万乘私募基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镇海股份990,100股A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57%,� 增持金额合计1,793万元人民币。本次增持后，万乘私募基金持有镇海股

份9,691,494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56%。

本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收到上海万琰辰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万乘私募基金之基金管理

人）发来的股份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万乘私募基金

增持人名称 万乘私募基金

基金管理人 上海万琰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托管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备案时间 2016年9月21日

基金编号 SM3466

基金类别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到期日期 无限期

（二）股东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万乘私募基金持有镇海股份9,

691,494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56%。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目的：基于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充满信心

及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拟增持公司股份。

（二）拟增持股份的种类：A股普通股。

（三）拟增持股份的数量：增持100万至880万股公司股份。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价格不大幅超过当前持股成本的情况下，将根据市场情况，逐步实

施增持计划。

（五）增持期间：2019年3月15日-2020年3月14日。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自筹资金。

（七）增持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增持公司股票。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

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公司大股东万乘私募基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

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镇海股份990,100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57%,�增持金额合计1,793万元人

民币。万乘私募基金实际增持已超过增持计划数量（金额）或区间下限50%�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

完毕。

五、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万乘私募基金持有镇海股份9,691,494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56%。

六、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二）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计划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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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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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0日上午9:0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2019年5月17日通过书面、电子邮

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公司

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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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的规定，公司对相关会计

政策进行的合理变更。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详见2019年5月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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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

增资的议案》。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详见2019年5月22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的议

案》。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的公告》 详见2019年5月22日公司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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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cn）。

四、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

议案》。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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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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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下午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9年5月17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褚柯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五、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

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详见2019年5月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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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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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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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一、变更概述

（一）变更日期：2019年1月1日

（二）变更介绍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公司采用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 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号）。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

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

行。

（三）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

计》（财会[2017]9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号）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

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印发、修订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并按照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规定编制 2019�年 1�月 1�日以后的财务报表。

七、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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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

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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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促进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建设，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对全

资子公司辽宁黑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山牧原” ）、海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兴牧原” ）、万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荣牧原” ）进行增资，具体增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增资前 增资金额 增资后

黑山牧原 2,000 1,000 3,000

海兴牧原 500 3,000 3,500

万荣牧原 2,000 20,000 22,000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2019年5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 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以上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此次向上述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辽宁黑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辽宁黑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李鹏

4、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5、注册地址：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胡家镇102线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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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销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7、经营情况：

截止2019年3月31日，黑山牧原总资产5,721.99万元，负债总额3,787.34� 万元，净资产1,934.65万元，

2019年1-3月份实现营业收入420.00万元，净利润-3.5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此次增资后黑山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海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海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贾飞

4、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5、注册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海安路北兴顺街东

6、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种植及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粮

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7、经营情况：

截止2019年3月31日，海兴牧原总资产8,952.66万元，负债总额8,385.84� 万元，净资产566.82万元，

2019年1-3月份实现营业收入1,174.13万元，净利润118.6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增资后海兴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万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万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郭徽

4、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5、注册地址：山西省万荣县解店镇北解村7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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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粮食购销；猪粪处理。

7、经营情况：

截止2019年3月31日，万荣牧原总资产52,100.00万元，负债总额51,500.00� 万元，净资产600.00万元，

2019年1-3月份实现营业收入2,664.83万元，净利润-508.0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增资后万荣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公司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提升竞争力和生产经营规模，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强融资

能力。本次增资完成后，黑山牧原、海兴牧原、万荣牧原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不构

成影响。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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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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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河南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

原肉食” ）拟出资2亿元设立孙公司“正阳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以下简称“正阳肉食” ），并拟任命景延涛先生为正阳肉食法定代表人。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2019年5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的议案》。《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 详见2019年5月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一）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

（二）出资方式

牧原肉食以自有资金出资。

（三）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1）拟定名称：正阳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拟定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3）拟定住所：正阳县（产业集聚区）淮河路东侧

（4）拟定经营范围：生猪收购、屠宰；分割肉产品加工、定制肉产品加工；肉产品开发、销售；热加工

熟肉制品、发酵肉制品、预制调理肉制品、腌腊肉制品、速冻肉制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畜副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牧原肉食投资设立孙公司是着眼于公司业务布局的完善和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是

根据行业形势的变化以及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的考虑,是公司由养殖环节向下游发展的重要举措，将对

公司未来发展有重要而积极意义。有利于公司实施战略发展规划，提高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和持续发展，会产生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设立孙公司开展生猪屠宰及食品加工业务，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趋势及公司发展战

略，是公司由养殖环节向下游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经过深思熟虑，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

河南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

五、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9-069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及

房屋建筑物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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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

司南阳市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牧原” ）拟将位于南阳市龙升工业园区王村乡鱼池

村豫（2018）南阳市不动产权第0002899号土地使用权及其附属建筑物1#、2#、3#楼、地下车库转让给

河南盛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发展”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土地

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2019年3月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9-025）。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子公司卧龙牧原已于近日完成了上述土地产权权属转移登记过户手续，受让方盛达发展已取

得了《不动产权证书》（豫2019南阳市不动产权第0012272号），卧龙牧原已收到盛达发展支付的转让

价款。至此，本次转让资产事项已全部完成。

三、备查文件

《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9-070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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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获悉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解除质押

股数

剩余质

押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

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披露索引

牧原实业

集团有限

公司

是

48,940,000

股

48,300,000

股

640,000

股

2018-8-2

7

2019-5-17

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

限公司

12.15%

巨潮资讯网公

告编号：

2018-127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97,440,6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06%；累计

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94,122,044股，占公司总股本9.3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

计质押股份700,543,623股，占其持股总数的53.57%。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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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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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29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

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80亿元人民币（含80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资

券发行额度。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9]SCP168号），同意接受公司

超短期融资券注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金额为人民币40亿元，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

效，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

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及市场利率情况，在有效期内择机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并依据后续发行工作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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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一季度报告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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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补充更正说明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

计》（财会[2017]9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根据

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2019年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公司于2019年4月13日披

露了《2019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因未选择“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致使一季度报告全文中未披

露“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现补充更正上述内容如下：

九、补充、更正后内容

（一）2019年一季报资产负债表中，将原来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科目下核算的数据，调整至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科目下。

（二）增加“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1、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778,297,994.55 2,778,297,994.5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92,706,098.26 92,706,098.26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9,938,590.56 9,938,590.5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812,728,203.17 5,812,728,203.17

合同资产 不适用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087,027,291.96 1,087,027,291.96

流动资产合计 9,780,698,178.50 9,780,698,178.50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3,000,000.00 不适用 -143,00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33,479,361.78 133,479,361.7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143,000,000.00 143,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3,544,605,357.90 13,544,605,357.90

在建工程 3,680,299,039.52 3,680,299,039.52

生产性生物资产 1,461,220,203.09 1,461,220,203.09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不适用

无形资产 350,544,070.08 350,544,070.0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42,049,860.99 142,049,860.99

递延所得税资产 4,832,601.20 4,832,601.20

其他非流动资产 601,134,225.84 601,134,225.84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061,164,720.40 20,061,164,720.40

资产总计 29,841,862,898.90 29,841,862,898.9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714,920,476.49 4,714,920,476.49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不适用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461,593,518.38 3,461,593,518.38

预收款项 39,279,495.30 39,279,495.3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35,838,864.23 235,838,864.23

应交税费 8,364,384.42 8,364,384.42

其他应付款 588,692,944.77 588,692,944.77

其中：应付利息 104,896,248.80 104,896,248.80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合同负债 不适用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41,406,888.54 1,941,406,888.54

其他流动负债 2,597,558,888.88 2,597,558,888.88

流动负债合计 13,587,655,461.01 13,587,655,461.01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1,069,491,442.98 1,069,491,442.98

应付债券 1,390,389,288.93 1,390,389,288.93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不适用

长期应付款 39,645,731.22 39,645,731.22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47,045,785.64 47,045,785.6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546,572,248.77 2,546,572,248.77

负债合计 16,134,227,709.78 16,134,227,709.7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085,234,222.00 2,085,234,222.00

其他权益工具 2,459,689,826.11 2,459,689,826.11

其中：优先股 2,459,689,826.11 2,459,689,826.11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938,128,824.92 2,938,128,824.9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258,824.70 258,824.70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62,992,655.23 462,992,655.2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342,960,666.84 4,342,960,666.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289,265,019.80 12,289,265,019.80

少数股东权益 1,418,370,169.32 1,418,370,169.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707,635,189.12 13,707,635,189.1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9,841,862,898.90 29,841,862,898.90

除上述内容变动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99

2019年 5 月 22 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