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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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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2、债权人名称：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高新支行；

3、本次担保金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3,500万元；

4、公司及控股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公司累计对外提供

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78,395.75万元（含本次，含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5、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兴园林” ）于近日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高新支行（以下简称

“恒丰银行重庆高新支行” ）申请流动资金借款3,5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12个月。公司、公司

实际控制人张海林、 张艺林以及公司股东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均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

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21.20亿元人民币（包括存量担保

到期继续担保部分）。公司本次为大兴园林提供担保的金额在上述额度内，因此无需再提交公

司董事会或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

述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4年08月18日

3、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龙海风情小镇起步区L9-2商业A（仅限办公场所使用）

4、法定代表人：吴悦良

5、注册资本：22,000万元人民币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风景园林设计，苗木销售，给排水管管道安装，建筑工程

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古建筑工程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施工，环保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设计及施工，城乡规划服务，河道疏浚、河道清淤、淤泥处理。

8、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情况：截至2018年12� 月31日，大兴园林资产总额为217,124.26万元，负债总额

为145,875.76万元，净资产为71,248.51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61,699.24万元，利润总额

为-13,821.71万元，净利润为-12,244.73万元。以上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报告号信会师深报字【2019】第10140号。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金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3,5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以恒丰银行重庆高新支行向大兴

园林实际提供的借款金额为准；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期间：自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

5、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178,395.75万元 （含本

次），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7.98%； 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实际担保金额169,

121.31万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4.97%，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累计

对外担保余额的94.8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进展情况

2019年4月18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

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21.20亿元人

民币（包括存量担保到期继续担保部分）。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额度之日起至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额度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公司单独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的

担保事项外，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新增担保额度91,000万元人民币，实际新

增担保69,240万元人民币，均未超过21.20亿元人民币总额度，也未超过各公司之间分配的具体

额度。

六、其他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担保事项其他进展或

变化情况。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288� � �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2019-030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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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文沙路21号之一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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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07,96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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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4.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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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

庞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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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董事程雪、吴振兴、叶燕桥、朱滔、孙占利、晁罡因公务未能

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李金勇、陈伯林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张欣、财务总监张永乐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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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庞康

2,000,717,316 99.6388

是

1.02

程雪

1,998,901,165 99.5483

是

1.03

陈军阳

2,006,544,287 99.9290

是

1.04

文志州

2,006,543,487 99.9289

是

1.05

何廷伟

2,006,541,487 99.9288

是

1.06

黄树亮

2,006,541,487 99.9288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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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滔

2,007,284,616 99.9658

是

2.02

孙占利

2,008,058,006 100.0044

是

2.03

晁罡

2,006,956,983 99.9495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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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陈敏

1,999,361,369 99.5713

是

3.02

李军

2,007,905,580 99.996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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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1

庞康

132,819,442 94.8225

1.02

程雪

131,003,291 93.5259

1.03

陈军阳

138,646,413 98.9825

1.04

文志州

138,645,613 98.9819

1.05

何廷伟

138,643,613 98.9805

1.06

黄树亮

138,643,613 98.9805

2.01

朱滔

139,386,742 99.5110

2.02

孙占利

140,160,132 100.0632

2.03

晁罡

139,059,109 99.2771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白维、夏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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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3日

中信保诚精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1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保诚精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信保诚精萃成长

基金主代码

550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

年

11

月

27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中信保诚精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中信保

诚精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9

年

11

月

18

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0.5551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人民币元）

460,999,683.7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115,249,920.95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10

份基金份额）

0.257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9

第

3

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25%。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9

年

11

月

25

日

除息日

2019

年

11

月

2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9

年

11

月

26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确定日

为

2019

年

11

月

25

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

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前未在相应的销售网点

进行分红方式选择的投资人适用于现金红利分红方式。

(3)咨询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iticprufunds.com.cn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3日

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之融通军工B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融通军工B份额（场内简称：军工股B，基金代码：150336），2019年11月21日在二

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758元，相对于当日0.590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28.47%。

截至2019年11月22日，军工股B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683元，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相对于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 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融通军工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 高收益的特

征。由于融通军工B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融通军工B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融

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融通军工份额（基金简称：融通军工分级，场内简称：融

通军工，基金代码：161628）基金份额净值和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融通军

工A份额（场内简称：军工股A，基金代码：150335）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融通军工B份额的

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融通军工B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会因

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融通军工B份额的交易价格，除受份额参考净值变化影响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

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

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

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

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19一092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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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11月15日以书面及电邮方式发出，于2019年11月22日以通讯形式召开。本次应参加表决

董事10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0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杨军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并建议其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提名杨军先生（简历附后）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获股东

大会选举之日起至新一届董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之日止。因杨军先生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领取薪酬，故其在本公司领取的董事薪酬（自获股东大会选举之日起至新一

届董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之日止）预计为人民币0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变更本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有关内容详见本公司日期为2019

年11月22日、编号为2019-094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变更本公司2019年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有关内容详见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1

月22日、编号为2019-094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条款的议案（有关内容详见本公

司日期为2019年11月22日、编号为2019-095的公告，全文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条款的议案（有关内

容详见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1月22日、编号为2019-095的公告，全文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提请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以上第一项至第五项议案将提交本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与议题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2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军先生，50岁，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职称。杨先生于1992年7月参加工作，曾先后担任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会召集人；广州

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广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

理；广州橡胶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万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职工董事；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广州市一汽巴士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杨先生现任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杨

先生在党建创新、企业管理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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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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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11月15日以电邮方式发出，于2019年11月22日以通讯形式召开。本次应参加表决监事3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程金元先生（简历附后）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建

议其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提名程金元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获股东大会选举之日

起至新一届监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之日止。因程金元先生兼任本公司纪检监察室主任，其担任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薪酬预计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薪酬计算日期自获股东大会选举之日起

至新一届监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之日止，包括但不限于自本公司所领取的薪酬、福利及往年年

薪清算额等，具体薪酬核定还须按照《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

酬及绩效考核办法》进行考核调整。上述薪酬均为税前薪酬，其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本公司

代扣代缴。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变更本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有关内容详见本公司日期为2019

年11月22日、编号为2019-094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变更本公司2019年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有关内容详见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1

月22日、编号为2019-094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1月22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程金元先生，47岁，本科学历，EMBA硕士学位。程先生于1991年12月参加工作，曾先后担

任国防大学干休所出纳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管理局主管会计，广东省台湾事务办公室

粤台文化交流中心职员，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省级经理，广州白云山光华股份

有限公司销售部副部长，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本公司纪检监察室副主

任等职务。程先生现任本公司纪检监察室主任。程先生在纪检监察、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方

面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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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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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于 2019年 11月 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本公司2019年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和《关于变更本公司2019年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本公司拟聘请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为本公司 2019�年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及2019年内控审计机构。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根据本公司经营发展和审计需要，经综合考虑，本公司拟不再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为本公司2019年审计机构（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内控

审计机构）。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了事前充分沟通，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并无分歧或未决事项，也无有关变更会计师事务所须

提请本公司股东关注的任何其他事项。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亦确认，与本公司不存在意见不一

致情况，亦不存在任何与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相关的事项需要提请本公司股东关注的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勤勉尽职，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的

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本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对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提

供的专业审计服务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经本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提议， 本公司拟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9年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2019年内控审计机构， 其任期直至本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拟定支付给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费用（不含中期审阅费用）为人民币260万元（含

税），其中，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人民币220万元（含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40万元

（含税）。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04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0611484C

成立日期： 2012年03月06日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

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

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能够满足本公司未来财务审计工作

的需求，能够独立对本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三、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说明

1、本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认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等资

格， 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能满足本公司 2019年年度审计工作的要

求，同意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9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2019年内控审计机构，

并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2、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本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和《关于变更本公司2019年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 本次变更本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四、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经核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等资格，具备为

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满足本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工作和2019年内控

审计工作的要求。本公司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该事项不存在损害

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9�年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和2019年内控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等资格，能够为本公司提供真

实公允的审计服务，满足本公司2019年年度审计工作和2019年内控审计工作的要求，该事项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2019年内控审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经认真审核，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变更本公司2019

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和《关于变更本公司2019年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并提交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审核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纪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的事前认可意见；

5、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监事会意见函。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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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

条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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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9

年11月22日以通讯形式召开，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条款的议案》及《关于修订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条

款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

规则》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改内容如下表：

一、《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一百三十条 本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

由十一名董事组成，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

一名。

第一百三十条 本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由

十一名董事组成，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至

两名。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

上述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三十六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

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副董

事长一人。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中心，董事会受

股东大会的委托，负责经营和管理公司的法人财产，

对股东大会负责。

第三十六条 公司设董事会，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

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

长一至两人。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中心，董事会受

股东大会的委托，负责经营和管理公司的法人财产，对

股东大会负责。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其他内容不变。

上述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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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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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388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现就函中问题进行回复说明如

下：

2019年11月20日，你公司披露《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的回复》（以下简称“公告” ）。我部对此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进一步

说明：

一、根据《公告》，专家在獐子岛虾夷扇贝底播养殖海域采用现场拖网随机抽检三个站

位，统计现存成活和死亡虾夷扇贝，死亡率约为75%、90%和50%。请补充说明本次抽测的情况，

包括参与抽测专家的人数、所在单位；死亡率测算的方法、依据与测算过程。

回复：

2019年11月16日，大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来自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大连海洋大学的相关专家

共七人，针对2019年11月初长海县底播虾夷扇贝大规模死亡灾害情况进行现场调查，召开专

题会议听取了獐子岛集团虾夷扇贝抽测过程及结果、海洋牧场环境相关数据等报告以及长海

县其他养殖业户受灾情况报告，并进行了研讨。公司协助了现场调查部分工作，对由专家和记

者随机指定站位进行现场采捕，并将采捕的扇贝样本提供给专家及相关媒体检验。在此过程

中对于扇贝死亡率的测算方法为概数统计， 即将打捞上来的底播虾夷扇贝按现存成活扇贝、

死亡扇贝分拣并装入标准塑料箱，统计现存成活扇贝与死亡扇贝的比例，从而估算出死亡率。

二、根据《公告》，从本次抽测数据来看，獐子岛北部及东北部海域平均亩产较差，部分区

域基本全部死亡。请补充说明上述海域附近是否存在扇贝大面积死亡的情况。

回复：

根据本次抽测的具体区位位置及区块抽测亩产数据对比看，獐子岛北部及东北部海域平

均亩产较差，部分区域基本全部死亡。其中：2017年3个小区（13、14、15），平均亩产分别为0公

斤/亩、0.26公斤/亩、0公斤/亩；2018年7个小区（1-7），平均亩产分别为1.15公斤/亩、0.01公斤

/亩、0.88公斤/亩、4.66公斤/亩、0.99公斤/亩、3.34公斤/亩、2.25公斤/亩。上述区域因亩产过低，

拟放弃采捕。具体拟放弃采捕的区域示意位置如下图所示：

公司于2019年11月16日参加了由大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的专家研讨会，会上上述海

域附近长海县海洋岛镇区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养殖企业所做的情况汇报显示：这些企业的底播

虾夷扇贝也于近期出现不同海域、不同程度的异常死亡现象，部分区域亦有死亡率超50%的情

况。

三、根据《公告》，你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海螺收入存在下降情形。请补充说明除底播虾

夷扇贝以外其他品种的风险情况，近年是否受到自然灾害影响。

回复：

獐子岛海洋牧场中除底播增殖虾夷扇贝外，还有刺参、香螺、海胆、皱纹盘鲍等土著品种，

上述生物品种的海洋生长习性及养殖风险如下：

刺参喜栖息于水深3~15米的水质澄清，水流平稳，无淡水注入，海藻丛生的岩礁或细泥沙

底质水域海底。主要食物为硅藻类、褐藻类及含有机碎屑的泥沙。当水温达到20℃以上时，有

夏眠习性，一般认为成参的耐受上限是28℃，水温的急剧升高常常导致刺参出现吐脏、化皮等

应激反应。当温度超过耐热上限时，刺参会由于机体复杂的生理反应而出现热致死现象。

香螺和滤食性贝类处于不同生态位，香螺为肉食性螺类，其体大肉肥，肉质细腻鲜美，具

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香螺为近岸贝类，多生活于泥沙质海底，幼虫可在潮间带岩礁

间生活，栖息底质主要为泥质粉沙或粉砂质砂。栖息水深10~70m，其中20~30m处较集中。适温

0~24℃，最适水温8~20℃。香螺栖息于盐度较高的海区，盐度30.0~33.5，最适盐度31.0~32.5。香

螺繁殖量大，卵袋互相粘合形成玉米芯装的塔形卵群，每年的5月下旬至6月上旬产卵，若无敌

害侵袭，香螺卵的孵化率很高。

皱纹盘鲍喜欢在水质清澈、盐度较高、潮流畅通、海藻丛生的几米至十几米水深的岩礁地

带生活。一般认为其属草食性，成鲍主要摄食褐藻，如海带、裙带菜、羊栖菜、绿藻，也摄食一些

底栖小型动物，如球房虫、水螅虫等，故也有人认为其属杂食性。皱纹盘鲍是冷水种类，对高温

的适应能力较差， 最适生长水温范围在15~24℃之间， 水温28℃是皱纹盘鲍高温阈值， 水温

28~30℃死亡率急剧上升。

大连紫海胆，学名：光棘球海胆。紫海胆生活于海藻繁茂的岩礁海底；以海带、裙带菜、石

莼等大型藻类为食。紫海胆生存水温为0~30℃，在5~20℃，其活力与摄食率随水温的上升而增

高；其后，随水温的再升高其活力与摄食率反而稍有下降，至25℃之后锐减并出现少量掉棘现

象，但15天内无死亡；30℃则不摄食，棘大量脱落，7�天内全部死亡。

黄海胆，学名：海刺猬。分布于中国黄海北部及日本海的部分海域，开阔大洋的温度变化

范围大致是在-2~25℃。黄海胆对高温的耐受性较差，对低温的耐受性较强。

综上所述，刺参属于舔食性动物、皱纹盘鲍和紫海胆属于杂食性动物，主要生活于獐子岛

近岸30米以内的岩礁区，而腐食性的香螺和杂食性的黄海胆，在40米范围内均有分布，由于食

性的差别和生态位的不同，不会和滤食性贝类产生饵料的竞争。同时，根据獐子岛本年度底层

潜标水温监测显示，獐子岛底层旬平均水温不超过21℃，未超过刺参、香螺、皱纹盘鲍和海胆

的温度适应性范围，因此自然环境暂时不会对刺参、香螺、皱纹盘鲍和海胆造成明显的影响。

近年来上述品种的产销量情况如下表所示（单位：公斤）：

产品

2019

年

1-10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活海螺

1,027,842 1,584,318 1,147,771 1,306,567

獐子岛刺参

101,800 210,690 178,000 197,253

皱纹盘鲍

8,553 3,678 11,899 5,012

紫海胆

248,802 236,217 139,319 105,090

黄海胆

250,829 261,756 178,572 177,961

从近三年及2019年截至10月份的产销量数据可见， 獐子岛海洋牧场除底播虾夷扇贝外，

其他品种产销量表现稳定，未发现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情况。其中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活海

螺产销量及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海螺采捕作业天数较同期减少所致。

四、根据《公告》，你公司除底播虾夷扇贝外，在其他产业及品种方面已具备较好的盈利

能力基础。请补充说明形成上述结论的依据。

回复：

公司2016-2018年销售收入分别实现30.52亿元、32.06万元和27.98亿元， 销售毛利分别实

现4.62亿元、4.85亿元和4.68亿元，毛利率分别为15%、15%和17%。同期底播虾夷扇贝销售收入

分别实现5.86亿元、5.84亿元和1.75亿元，销售毛利分别实现1.44亿元、1.33亿元和0.31亿元。

公司近三年主要产业营业收入及盈利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销售

收入

毛利

毛利

率

销售

收入

毛利

毛利

率

销售

收入

毛利 毛利率

合计

305,210 46,173 15% 320,585 48,524 15% 279,800 46,764 17%

水产加工业

95,737 13,063 14% 109,322 17,264 16% 111,324 16,125 14%

水产贸易业

111,609 6,789 6% 123,249 6,607 5% 104,577 5,495 5%

水产养殖业（不含底播贝）

31,458 10,518 33% 24,700 9,445 38% 40,259 20,437 51%

底播虾夷扇贝

58,645 14,399 25% 58,401 13,333 23% 17,493 3,056 17%

冷链运输及其他业务

7,761 1,404 18% 4,913 1,875 38% 6,147 1,651 27%

从上表可见，在底播虾夷扇贝毛利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公司整体销售毛利及毛利率水平

波动不大，2018年度底播虾夷扇贝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仅为6.3%，毛利占比仅为6.5%，底播虾

夷扇贝对公司整体收入及盈利能力的支撑作用逐渐下降。

除底播虾夷扇贝外主要产业及品种的盈利能力分析：

1、水产加工业：2016-2018年销售收入分别实现9.57亿元、10.93亿元和11.13亿元，销售收

入稳步增长，销售毛利分别实现1.31亿元、1.73亿元和1.61亿元。近年来，公司水产品来进料加

工业务规模及收益稳定，休闲即食类产品及海参加工品等海洋食品深加工业务，与国内零食

连锁巨头运营平台合作，推进线上与线下市场网络融合服务，收入及利润增长态势良好。

2019年1-9月份，公司海洋休闲即食类产品销售收入7,052万元，同比增长1,537万元，增幅

28%，销售毛利1,252万元，同比增长477万元，增幅61%；海参加工品销售收入13,378万元，同比

增长810万元，增幅6%，销售毛利6,458万元，同比增长68万元。

2、水产贸易业：2016-2018年销售收入分别实现11.16亿元、12.32亿元和10.46亿元，销售毛

利分别实现0.68亿元、0.66亿元和0.55亿元。受银行收紧贸易融资额度影响，公司近年来水产贸

易业务收入水平有所下降，因水产贸易业务毛利率相对较低，收入及毛利水平的下降对公司

整体盈利能力的影响不大。公司今后仍将积极拓展贸易融资渠道，稳定水产贸易业务。

3、水产养殖业（不含底播虾夷扇贝）：2016-2018年销售收入分别实现3.15亿元、2.47亿元

和4.03亿元， 销售毛利分别实现1.05亿元、0.94亿元和2.04亿元。 公司三倍体苗种业务增长显

著，海螺、海参、鲍鱼、海胆等多品种多元化的土著品种养殖格局，优化了海洋牧场收入及利润

贡献结构。

在苗种产业方面，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前沿海洋种业有限公司2018年正式投入生产运

营，当年实现销售毛利1,803万元，2019年1-9月份已实现销售毛利3,461万元。

在海洋牧场土著品种资源培育开发方面，活海螺产品近三年平均产销量约1,350吨，年均

收入约9,400万元，已逐步成为公司海洋牧场第二大鲜活产品；公司长海县海域海参年产量600

吨左右， 除供应内部深加工外， 部分以鲜活海参的形态销售，2019年度增加了对外销售业务

量，1-9月份实现销售收入3,156万元，同比增长2,484万元，销售毛利1,732万元，同比增长1,480

万元；獐子岛海域底播鲍鱼经过多年的资源养护，自然资源量恢复明显，2019年1-9月份实现

销售收入455万元，同比增长366万元，销售毛利313万元，同比增长282万元，将成为公司新的利

润增长点； 海胆产品加大了鲜活产品销售比重，2019年1-9月份实现活海胆销售收入2,695万

元，同比增长1,740万元，销售毛利2,104万元，同比增长1,350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在海洋食品深加工、海洋牧场海珍品土著资源培育开发、海珍品苗种产业

等方面已经积累并形成了较好的盈利能力基础。并将通过进一步关闭海上风险敞口、缩减养

殖海域规模，降低海域使用金成本，聚焦盈利基础好的优势项目，加快瘦身计划，及时关闭非

主营盈利性较差的投资项目，大幅降低费用开支，提高公司经营效益和持续经营能力。同时，

公司在国内外已建立的多渠道、多层次的销售网络以及产品品牌亦是公司的优势资源，公司

将以“抓好活鲜品销售、顺应海洋食品零食化趋势” 为运营重点，深度聚焦“獐子岛味道” 的

研发与品牌价值的提升，努力构筑“世界鱼市” ，提供“幸福家宴” 。

五、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无。

特此回复。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