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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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鹿有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崔海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丁琍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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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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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802,265.59 1,020,831,376.14 6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537,719,737.99 880,332,924.98 7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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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18,311.32 121,739,496.07 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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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737,427.58 863,660,654.81 -1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1,081,613.01 143,247,724.75 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9,350,892.06 141,121,297.04 5.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1.92 18.51 减少6.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56 0.64 -12.5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56 0.64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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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74.28 -773,7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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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038.77 2,708,8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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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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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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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60.04 101,0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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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147,393.68 -305,421.36

合计 835,230.85 1,730,7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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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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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有忠 151,933,520 49.89 151,933,52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英 39,572,667 12.99 39,572,667 无 0 境内自然人

鹿新 15,711,776 5.16 15,711,776 无 0 境内自然人

鹿有贵 3,856,308 1.27 3,856,308 无 0 境内自然人

鹿有明 3,567,807 1.17 3,567,807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041,500 0.34 1,041,5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朱绍慧 626,472 0.21 626,472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长霞 540,108 0.18 540,108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产

品1

500,000 0.16 0 无 0 未知

王欣红 456,500 0.15 45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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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产品1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张明祥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周登洪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戴阳 220,599 人民币普通股 220,599

王丽芳 210,006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6

步海建 2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100

瞿海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储小芬 18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200

杨杨 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

刘斌 16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鹿有忠与赵英为夫妻关系，与鹿新为父女关系，与鹿有明、鹿有

贵为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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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期末余额 上期同期金额/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539,141,842.31 370,261,192.73 45.61%

主要是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到位相应增加银行存款所

致

预付款项 23,904,476.30 11,891,550.44 101.02%

主要是报告期末购买原材料

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5,840,859.26 758,487.13 670.07%

主要是报告期末银行存款应

收利息增加所致

其中：应收利息 4,509,671.23 201,027.39 2,143.31%

主要是报告期末银行存款应

收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01,997,300.05 51,288,490.70 1,073.75%

主要是报告期内购买的银行

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1,285,221.10 2,855,787.40 -55.00%

主要是将出租房产收回自用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42,950.00 528,390.00 97.38%

主要是报告期预付的长期资

产款项增加

预收款项 46,827,923.66 21,976,703.38 113.08% 本期预收经销商货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7,881,316.36 17,371,444.23 -54.63% 主要是上期期末计提年终奖

应交税费 21,173,129.92 8,206,915.35 157.99%

主要是报告期末应交增值

税、应交企业所得税、应交个

人所得税增加

实收资本 （或股

本）

304,545,000.00 225,045,000.00 35.33%

主要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

致

资本公积 491,116,358.35 9,493,058.35 5,073.43%

主要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股

本溢价

其他收益 526,243.00 282,000.00 86.61%

主要是报告期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 8,105,547.47 1,219,167.79 564.84%

主要是报告期购买的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958,561.46 523,482.73 83.11%

主要是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

及对外捐赠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430,000,000.00 40,000,000.00 975.00%

主要是报告期到期理财产品

本金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3,624,205.47 1,333,356.18 171.81%

主要是报告期理财产品收益

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34,766.30 20,300.00 71.26%

主要是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

变现收入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4,281,562.16 18,221,312.87 -76.50%

主要是报告期固定资产投资

支出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980,000,000.00 50,000,000.00 1,860.00%

主要是报告期购买的理财产

品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576,365,000.00 -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到位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50,780,488.86 - 不适用 报告期分配现金股利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5,299,582.49 -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的发行费用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0,218,311.32 121,739,496.07 72.68%

主要是本期购买商品、 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50,622,590.39 -26,867,656.69 1,949.39%

主要是报告期购买的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10,284,928.65 -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到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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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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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鹿有忠

日期：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3697� � � �证券简称：有友食品 公告编号：2019-038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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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号一一食品制

造》第二十三条相关规定，现将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公告如下：

一、2019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1、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类别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肉制品 69,251.37 92.43% 79,772.42 92.57%

其中：泡椒凤爪 62,370.09 83.24% 69,358.84 80.48%

卤香火鸡翅 - 0.00% 4,005.10 4.65%

其他 6,881.29 9.18% 6,408.48 7.44%

豆干 1,574.31 2.10% 1,662.27 1.93%

花生 1,182.70 1.58% 1,510.47 1.75%

竹笋 2,717.99 3.63% 3,049.27 3.54%

其他 198.95 0.27% 185.26 0.21%

合计 74,925.31 100.00% 86,179.70 100.00%

2、主营业务收入按销售地区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西南 41,365.44 55.21% 52,121.50 60.48%

华东 15,500.79 20.69% 13,526.90 15.70%

华南 4,754.17 6.35% 6,233.19 7.23%

华北 4,449.04 5.94% 4,753.83 5.52%

华中 2,547.11 3.40% 2,476.85 2.87%

西北 4,716.53 6.29% 5,361.66 6.22%

东北 1,592.23 2.13% 1,705.77 1.98%

合计 74,925.31 100.00% 86,179.70 100.00%

3、主营业务收入按销售渠道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类别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经销渠道 72,918.57 97.32% 83,969.69 97.44%

直销渠道 2,006.75 2.68% 2,210.01 2.56%

合计 74,925.31 100.00% 86,179.70 100.00%

【注】：上表中的直销渠道数据统计包括商超渠道及电商平台渠道。

二、2019年三季度经销商变动情况

地区分布 期初 增加 减少 期末

西南 216 50 43 223

华东 151 27 18 160

华中 51 8 11 48

东北 41 3 19 25

华北 71 14 16 69

西北 45 6 6 45

华南 62 6 25 43

合计 637 114 138 613

特此公告。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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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杨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明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钱宏声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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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41,294,088.41 84,868,113,040.83 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417,837,514.46 5,650,990,722.90 -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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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965,789.40 -643,350,193.40 -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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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2,152,322.94 6,992,854,232.84 -3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62,885,584.20 227,526,410.23 -56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39,079,223.96 -236,733,535.70 -338.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1.54 4.25 减少25.7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68 0.14 -585.7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68 0.14 -5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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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130,925.30 14,123,1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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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2,408.95 10,260,535.1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

取的资金占用费

18,590,122.00 46,811,779.46

向联合营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的影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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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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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3,936.34 -13,883,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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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68,866.58 -91,372,5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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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0,381.68 5,244,635.87

所得税影响额 14,501,368.39 5,009,249.26

合计 -43,687,596.60 -23,806,3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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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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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640,150,575 39.87 0 无 0 国有法人

陈中一 35,600,000 2.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云南融智投资有限

公司

32,613,687 2.03 0 无 0 未知

云南省小龙潭矿务

局

22,176,180 1.38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14,920,349 0.93 0 无 0 未知

中军天信 （北京）

投资有限公司

13,858,704 0.86 0 无 0 未知

林振洪 13,749,432 0.8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宋晓芳 12,837,870 0.8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四川省高标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10,930,000 0.68 0 无 0 未知

闫立辉 10,800,000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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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40,150,575 人民币普通股 640,150,575

陈中一 35,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600,000

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 32,613,687 人民币普通股 32,613,687

云南省小龙潭矿务局 22,176,180 人民币普通股 22,176,18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920,349 人民币普通股 14,920,349

中军天信（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13,858,704 人民币普通股 13,858,704

林振洪 13,749,432 人民币普通股 13,749,432

宋晓芳 12,837,870 人民币普通股 12,837,870

四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9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30,000

闫立辉 10,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除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为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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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数（元） 上年期末数（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2,105,015,177.59 2,671,332,673.25 -21.20

销售回款下降，支付股权、债权

投资转让款及联合营企业借款

增加

存货 51,514,806,080.52 47,378,384,381.46 8.73

土地储备及在建项目开发投资

增加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635,603,000.00 481,110,000.00 32.11

本期信托融资增加，信托保障基

金相应增加

在建工程 110,744,344.62 90,297,991.89 22.64 在建工程建设支出增加

短期借款 2,091,800,000.00 280,000,000.00 647.07 新增短期借款

预收账款 3,308,357,259.78 2,586,854,714.08 27.89 收到预售房款

应付职工薪酬 162,292,589.39 253,183,875.94 -35.90 发放已计提绩效工资

其他应付款 22,524,264,732.73 17,654,236,048.31 27.59 向控股股东借款增加

长期借款 21,388,411,389.03 28,395,913,247.32 -24.68

本期归还及转入一年内到期的

借款增加

应付债券 3,810,000,000.00 3,160,000,000.00 20.57

放弃回售选择权的公司债从一

年内到期的借款重分类至应付

债券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1-9月)

上年同期金额（元）

（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4,852,152,322.94 6,992,854,232.84 -30.61

本期可结转收入下降，新开发项

目尚未达到结转条件

营业成本 3,186,571,371.44 4,239,998,516.60 -24.84 本期可结转收入下降

投资收益 13,654,116.45 516,400,924.05 -97.36

上年同期确认股权转让收益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03,400,282.06 14,117,141.03 632.44 本期计提滞纳金及违约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49,965,789.40 -643,350,193.40 -47.66 本期销售回款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55,656,424.18 262,567,892.37 -311.62

本期支付股权及债权投资转让

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32,379,564.91 -727,975,825.35 241.82 本期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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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第三季度新增房地产储备情况：

序号 区域

土地的面积(平

方米)

规划计容建

筑面积(平方

米)

是/否涉及合作

开发项目

合作开发项目涉

及的面积(平方米)

合作开发项

目的权益占

比(%)

1 云南西双版纳景洪景哈乡 20,782 12,469 否 0 100

2

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勐罕镇

曼听村

7,069 4242 是 2,163 51

合计 27,851 16711 - 2,163 -

2、2019年第三季度新增开工、竣工面积：

2019年三季度新开工面积 （平方

米）

与 2018年同比增长率

（%）

2019年三季度竣工面积 （平方

米）

与 2018年同比增长率

（%）

458,254.59 5,709 13,728.68 -96

3、2019年第三季度新增销售情况：

物业类型

2019年三季度签约面积

(㎡)

与2018年三季度同比增

长率（%）

2019年三季度签约金额

（万元)

与2018年三季度同比增

长率（%)

办公 16,749 8 23,321 -23

车位 1,731 -92 840 -91

商业 13,576 -26 23,725 -37

住宅 41,726 32 57,734 32

合计 73,781 -16 105,621 -13

4、2019年第三季度房地产出租情况：

项目名称

截止三季度可出

租面积(㎡)

截止三季度已出租面积

(㎡)

出租率

（%）

三季度新增出租

面积(㎡)

三季度出租收入（万

元)

西部地区 208,506.36 177,168.48 84.97% 4,059.48 4,166.14

东部地区 691,544.59 618,783.46 89.48% 7,416.46 14,649.21

合计 900,050.95 795,951.94 88.43% 11,475.94 18,815.35

5、2019年7月，昆明市五华区人民医院（昆明市五华区中医院）（下称“五华医院” ）因房屋拆迁安置

补偿合同纠纷，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昆明市中院” ）起诉公司下属子公司云南东方柏丰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东方柏丰” ），涉诉金额暂为人民币27910万元。（具体事宜详见公司2019年8月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刊登的临

2019-084号《云南城投关于公司下属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截至目前，东方柏丰已就本案提起反诉，反诉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变更东方柏丰与五华医院2010

年8月签订《崇仁街52号房产回迁安置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安置方式，即从2018年7月4日起由“回迁安置”

变更为“货币补偿” ，货币补偿金额为1680.4万元；2、请求法院判令五华医院承担从2018年7月4日至五华医

院将使用的过渡安置房腾还东方柏丰为止的租金人民币891402元（以上金额截止2019年8月28日），以后每

天按照2144元计算，直至过渡安置房腾还给东方柏丰为止;3、请求法院判令反诉案件的诉讼费由五华医院

承担。

本案已于2019年9月19日开庭，尚未判决。

6、2019年7月，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文投集团” ）因借款合同纠纷，向昆

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起诉公司下属子公司云南艺术家园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下称“艺术家园” ），涉案金额暂合计为425,400,594.19元。公司亦因与艺术家园借款合同纠纷以艺术家园

为被告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涉案金额暂为597,421,536.42元。 两起案件合计涉诉金额暂为1,

022,822,130.61元。（具体事宜详见公司2019年8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刊登的临2019-085号 《云南城投关于公司下属公司涉及诉讼的公

告》。）

截至目前，公司起诉艺术家园的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文投集团诉艺术家园的案件中，涉案标的为500万

元的案件已由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剩余案件已于2019年9月26日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尚未判决。前述涉案标的为500万元的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为：1、被告艺术家园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文投集团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承担该款自2015年1月1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年利

率8.715％计的利息；2、驳回原告文投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730元（原告预交54545元），减半

收取30365元由被告艺术家园承担，其余24180元退还原告文投集团。

7、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公司注销深圳云城创建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同意注销深圳云城创建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云城创建” ） （具体事

宜详见公司2019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刊登的临2019-071号《云南城投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截至目前，云城创建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成。

8、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公司2018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下属控股子

公司西双版纳盛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版纳盛璟” ）用其土地使用权为四川莱茵威尔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下称“莱茵威尔农业” ）、四川华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华科建工” ）、南充东方花园酒店

有限公司（下称“东方花园酒店” ）25,078�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

29日、2018年9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刊登的临2018-123号、临2018-138号公告。）

截至目前，版纳盛璟用其土地使用权为莱茵威尔农业、华科建工、东方花园酒店的贷款提供的抵押担保已

解除。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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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涛

日期：2019年10月25日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697� �公司简称：有友食品

第三季度

报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39� �公司简称：云南城投

第三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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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北环路猫头山高发工业区高发 2�号厂房

(2)法定代表人：林新利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1999年5月5日

(5)经营范围：光电器件、仪器仪表、通信设备及器材、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生产、 销售(不含限制项

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6)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年度(万元) 2019年1-6月(万元)

资产总额 30,262.27 30,105.01

负债总额 6,109.61 5,257.90

净资产 24,152.66 24,847.11

营业收入 31,420.56 12,850.66

净利润 2,621.00 679.41

(7)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深圳恒宝通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65.15%股权。

2、东莞市恒宝通光电子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滨东路 105�号力合紫荆智能制造中心16栋

(2)法定代表人：林新利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00�万元

(4)成立日期：2019年7月2日

(5)经营范围：国内贸易；进出口业务。光电器件、仪器仪表、通信设备及器材、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生

产、销售。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9月30日，资产总额5,421万元，由于东莞恒宝通正处于初期建设阶段，尚未

开展经营相关的业务。

(7)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东莞恒宝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恒宝通的下属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东莞市恒宝通光电子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数额：人民币10,000万元

6、担保期限：保证期间为东莞恒宝通“借款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7、担保范围：包括该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东莞恒宝通经营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以及相关银行贷款审批的需要,根据控股子公司深圳恒宝通

的申请,同意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东莞恒宝通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即为东莞恒宝通向中国进出口银

行福建省分行申请固定资产专项贷款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东莞恒宝通“借款主合

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范围包括该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东莞恒宝通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固定资产专项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旨

在解决子公司为维持正常运营所需的银行融资业务需要。东莞恒宝通为本公司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其具

有偿付债务的能力，财务风险可控。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担保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董

事会议事规则》及《对外担保制度》等有关规定。

六、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东莞恒宝通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固定资产专项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符合子公司为维持正常运营所需的银行融资业务实际需要。

2、经审核，东莞恒宝通为本公司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其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财务风险可控。本次为

子公司担保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本次拟对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90%。截止本

报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为0元，累计为子公司担保总额为12,0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不存在

逾期担保。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以及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的情形，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50%，单笔担保额也未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10%。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担保事项，公司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12,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47%。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

期担保。

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以及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的情

形，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50％，单笔担保额也未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1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被担保人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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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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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11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11月15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16层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11月15日

至2019年11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

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在广州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张仕国企业有限公司

成立合资公司暨建设光电产品生产制造基地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5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1) 议案1、2已经2019年10月18日公司八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 八届三十三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

十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于2019年10月1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2) �议案3、4、5已经2019年10月28日公司八届三十五次董事会会议、 八届三十四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

三十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于2019年10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03 青山纸业 2019/11/1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是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人股

东账户卡(须加盖公章)。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卡。

(3)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2019年11

月14日)，但在出席会议时应提供登记文件原件供核对。

2、登记时间：2019年11月14日 8:00-12:00、14:00-17:00。

3、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16层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处

六、其他事项

1、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16层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处。

联系人：林红青、林晓虹

联系电话：05911-83367773

传真：0591-87110973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28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八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八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1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在广州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

张仕国企业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暨建设光电产品生产制造基地的

议案

3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4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5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