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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对全部议案实行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12月3日董事会第八届六

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股东现场记名投票与

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会议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

12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上午9：15至2019年12

月3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23日（星期一）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公司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鲍民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9,874,76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45.3456%。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7人，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为8,267,9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6804%。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2,

576,5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9796%。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298,

2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3660%。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关于增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9,822,6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8%；反对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215,889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99%；反对52,10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301%；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周延龙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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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继续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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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7年12月25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东云

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集团” ）将其持有的2,000� 万股公司股票质押给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2018年10月11日，东兴集团将其持有的800万股公司股票质押给红塔证券，作为上述质押

给红塔证券的2,000�万股公司股票的补充质押。

2018年12月25日， 东兴集团将上述累计质押的2,800万股公司股票中的2,250万股继续质

押给红塔证券，用于办理延期购回交易业务；同时与红塔证券进行了到期购回交易，办理了

550万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84%）的解除质押手续。

2019年6月12日，东兴集团办理了上述质押股票中690万股股票的购回交易业务，上述质

押给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690万股公司股票（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6%）解除质押，并办

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27日、2018年10月15日、2018年12月27日、2019年6

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补充质押的公告》、《云南临沧鑫圆锗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权继续质押的公告》、《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近日，公司接到东兴集团函告，获悉东兴集团将上述质押的1,560万股公司股票继续质押

给红塔证券，用于办理延期购回交易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继续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云南东

兴实业

集团有

限公司

是

15,600,000 37.98% 2.39%

否 否

2019

年

12

月

25

日

2020

年

12

月

25

日

红塔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支持上

市公司

生产经

营

合 计

-- 15,600,000 37.98% 2.39%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东兴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控股股

东，东兴集团持有其100%股权）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云南东

兴实业

集团有

限公司

41,079,168 6.29% 15,600,000 15,600,000 37.98% 2.39% 0 0 0 0

临沧飞

翔冶炼

有限责

任公司

89,579,232 13.72% 39,000,000 39,000,000 43.54% 5.97% 0 0 36,504,000 72.17%

合计

130,658,400 20.01% 54,600,000 54,600,000 41.79% 8.36% 0 0 36,504,000 47.99%

1、东兴集团本次股份继续质押融资是为了支持本公司生产经营，上述资金目前由本公司

使用，截止目前，本公司向东兴集团借款余额为13,000万元。

2、 东兴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500万股，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9.13%，占公司总股本的3.83%，对应融资余额为6,928.60万元；未来一年内

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4060万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31.07%， 占公司总股本的

6.22%，对应融资余额为11,328.60万元。东兴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票均是为了向本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或是为本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进行担保，上述融资到期后，公司将按时归还

相关款项。目前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付能力。

3、东兴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4、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东兴集团部分股票继续质押延期购回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

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

理等方面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东兴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若后

续出现平仓风险，东兴集团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方式应对，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权继续质押的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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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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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2月30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30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279号成达大厦11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曹邦俊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26人，共计持有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1,341,816,4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7.3001%，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共计持有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1,246,895,1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5393%。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计23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94,921,27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60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有表决权5%以上(含有表决权5%)的股东之外的股东，下同）共计2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95,695,57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997%。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公司2018年业绩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调整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341,762,9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31,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2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95,642,0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1%;反对31,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2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发行股票购买资产部分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95,685,3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3%;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95,685,3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3%;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上述议案， 为特别决议议案需获得参加表决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且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341,806,2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10,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95,685,3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3%;反对10,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341,777,1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31,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95,656,2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31,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再次延长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相关担保解除承诺之履行期限暨承诺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95,304,8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7%;反对382,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95,304,8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7%;反对382,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文杰 李杨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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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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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于2019年

7月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修订稿）；于2019年7月18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并通过了《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

（修订稿），同意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的事宜；于2019年12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恒力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摘要（二次修订稿）等相关议

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规定，现将公司第三期员工

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第三期员

工持股计划以非交易过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取得公司回购的本公司股票。

公司已委托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设立“陕国投·恒力石化第三期员工持股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该信托计划已于2019年12月26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的股份19,814,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成交金额为261,952,978元（不含交易费），

成交均价13.22元/股。前述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过户之日（2019年12月26日）起算。

2019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已于2019年12月27日以非

交易过户的形式过户至“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过户价格为0元/

股，过户股数为2,422,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前述股票的锁定期为60个月，自过户之日

（2019年12月27日）起算。

截至2019年12月30日，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公司股票的购买和受让，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22,237,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持股均价为11.78元/股，成交总额为261,952,

978元（不含交易费）。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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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期

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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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12月5日、2019年12月23日召

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恒力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2019

年1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规定，现将公司第四期员工

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已委托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设立“西藏信托-恒力石化第四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截至2019年12月30日，信托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50,19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1%，成交金额为695,677,752元

（不含交易费），成交均价13.86元/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公司股票购买。上述股票将按照规定予

以锁定，锁定期自2019年12月30日起12个月。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

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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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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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

年12月23日一12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与审议表决

的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各项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

书面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许广惠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自2019年12月30日起至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补选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补选许广惠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相关专业委员会委员：

补选许广惠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由许广惠先生担任第七届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补选许广惠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补选许广惠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许广惠先生简历

许广惠，男，1969年出生，大学，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上海市浦东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现

任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上海市浦东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

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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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项目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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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公司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浦兴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中标多项重大工程项目，中标金额总计为人民币176,325.697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中标单位 招标单位 项目名称 中标金额

1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地产有限公

司

北蔡楔形绿地项目地坪破碎

工程

(

标段一

)

619.9339

2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社发项目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塘桥街道蓝村小区屋面及相

关设施改造项目

1,196.0813

3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

崮山路 （浦东大道

~

杨高中

路）综合改造工程

4,583.2192

4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联建工程造价咨

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金山区吕巷镇康兴

路

36

弄

1

号等售后公房屋面

及相关设施改造工程

1,420.6860

5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生态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陆家嘴东延区

24

条道路架空

线入地路段所涉路面和绿化

景观修复、 新建照明设施和

公安交警信息管线架空线入

地等工程

5,553.1737

6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生态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陆家嘴主中心等区域

30

条道

路架空线入地路段所涉路面

和绿化景观修复、 公安交警

信息管线架空线入地和路灯

节能改造等工程

6,071.1259

10

上海浦兴路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生态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中科路（川和路

-

百业路）等

6

条道路架空线入地路段所涉

开挖路面和绿化景观修复、

公安交警信息管线架空线入

地和部分区域合杆合箱整治

及路灯节能改造等工程

5,010.8258

11

上海浦兴路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生态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申江路（丹桂路

-

紫薇路）等

6

条道路架空线入地路段所涉

路面和绿化景观修复、 公安

交警信息管线架空线入地和

部分区域合杆合箱整治及路

灯节能改造等工程

7,116.7418

12

上海浦兴路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生态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李冰路 （哥白尼路

-

新盛路）

等

10

条道路架空线入地路段

所涉路面和绿化景观修复、

公安交警信息管线架空线入

地和部分区域合杆合箱整治

及路灯节能改造等工程

5,577.4629

13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新区金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达标修缮工程

1,620.8047

14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周房置业有限公

司

浦东新区周 浦 镇 西 社 区

PDP0-1001

单元南块

06-04

地块征收安置房项目

10,793.6107

15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

外高桥物流园区雨水泵站

6,965.6279

16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虹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宏秋路（龙东大道一新雅路）

道路新建工程

917.8050

17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虹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宏秋路（新雅路一虹昌路）道

路新建工程

319.3019

18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虹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宏雅路（新雅路一顾家浜桥）

道路新建工程

918.3310

19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虹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虹昌路（华东路一王港路）道

路新建工程

4,608.3372

20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虹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新雅路（宏秋路一东横港）道

路新建工程

711.6086

21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

监理有限公司

源深路 （杨高中路

-

浦东大

道）综合改造工程

7,865.5132

22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社发项目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浦兴路街道东二小区外立面

及相关设施改造项目

1,070.9925

23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防汛

指挥中心

2019

年海塘日常养护项目

1

标

964.8690

24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远盛防水工程有限公

司

上海南苑房地产有限

公司

上海市保障性住房三林基地

3

号（

C2-1

）地块外墙保温维

修工程

2,739.6881

25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远盛防水工程有限公

司

上海迎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上海市保障性住房三林基地

4

号（

C5-1

）地块外墙保温维

修工程

5,636.3538

26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屋

征收事务中心

三林社区

01-06

、

01-07

、

01-

11

、

02-06

、

01-02

、

01-03

、

01-

10

、

02-07

地块（中房土地）土

地储备工程旧房拆除工程

20.3906

27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屋

征收事务中心

庆宁寺

II

地块旧城区改建项

目拆除工程

269.2079

28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心圆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川沙华夏社区单元

A01

街坊

（

A01-02c

地块） 征收安置房

项目

28,059.3793

29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鉴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惠南镇东南社区

04-02

地块

征收安置房项目

49,835.8387

9

上海浦兴路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生态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张江路 （龙东大道

-

川北公

路）等

7

条道路架空线入地路

段所涉路面和绿化景观修

复、 公安交警信息管线架空

线入地和部分区域合杆合箱

整治及路灯节能改造等工程

6,043.7346

7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生态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杨高南路 （龙阳路

-

成山路）

等

4

条道路架空线入地路段

所涉路面和绿化景观修复、

公安交警信息管线架空线入

地和杨高南路（龙阳路立交

-

浦三路交叉口） 合杆整治等

工程

4,604.9385

8

上海浦兴路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生态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祖冲之路 （高斯路

-

盛夏路）

等

8

条道路架空线入地路段

所涉开挖路面和绿化景观修

复、 公安交警信息管线架空

线入地和祖冲之路等区域合

杆合箱整治及路灯节能改造

等工程

5,210.1138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接 B14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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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二）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1、聊城市高唐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1）拟定名称：聊城市高唐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拟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拟定住所：聊城市高唐县赵寨子镇倪堂村

（4）拟定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结果为准，须经批准的项目，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开展经营活动）。

2、山东临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1）拟定名称：山东临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拟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拟定住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临盘街道办事处

（4）拟定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结果为准，须经批准的项目，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开展经营活动）。

3、安徽利辛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1）拟定名称：安徽利辛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拟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拟定住所：安徽利辛县胡集镇长营村

（4）拟定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结果为准，须经批准的项目，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开展经营活动）。

4、固始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1）拟定名称：固始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拟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拟定住所：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胡族铺镇苏岗村郑家湾组

（4）拟定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结果为准，须经批准的项目，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开展经营活动）。

5、清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1）拟定名称：清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拟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拟定住所：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韩村镇

（4）拟定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结果为准，须经批准的项目，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开展经营活动）。

6、濮阳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1）拟定名称：濮阳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拟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拟定住所：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海通乡

（4）拟定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结果为准，须经批准的项目，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开展经营活动）。

7、湖北荆州公安牧原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1）拟定名称：湖北荆州公安牧原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拟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拟定住所：湖北荆州公安县斗湖堤镇

（4）拟定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结果为准，须经批准的项目，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开展经营活动）。

8、雷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1）拟定名称：雷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拟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拟定住所：湛江市雷州市龙门镇龙湖大厦

（4）拟定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结果为准，须经批准的项目，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开展经营活动）。

9、黑龙江克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1）拟定名称：黑龙江克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拟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拟定住所：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北联镇兴发村

（4）拟定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结果为准，须经批准的项目，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开展经营活动）。

10、辽宁开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1）拟定名称：辽宁开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拟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拟定住所：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解放路345号

（4）拟定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结果为准，须经批准的项目，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开展经营活动）。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养殖规模的逐步扩大，结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将进一步打造集饲料加工、种猪扩繁、商

品猪饲养为一体的生猪产业链。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河南省濮阳

市清丰县、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克山县、辽

宁省铁岭市开原市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优势和粮食资源优势，公司在高唐县、临邑县、利辛县、固始县等十

个市/县/区成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实

现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高唐县、临邑县、利辛县、固始县、清丰县、濮阳县、公安县、雷州市、克山县、开原市成立全资子公

司，有利于公司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公司此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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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公司在山东省高唐县、山东省临邑县、安徽省利辛县、河南省固

始县、河南省清丰县等设立子公司。

五、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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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9-207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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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在景县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关于在南皮县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关于在江陵县设立子公

司的议案》、《关于在谯城区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关于在鄢陵县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关于在柘城县设

立子公司的议案》、《关于在汝阳县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关于在汝州市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关于在南

召县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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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9-173。日前，上述公司已完成工商

登记注册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景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景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住 所：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景新大街12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27MA0EERXXX1

法定代表人：朱松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畜禽养殖、加工、储存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品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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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0日

营业期限：长期

二、南皮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皮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住 所：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王寺镇王寺村(镇政府南行100米路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27MA0EECU427

法定代表人：朱松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畜禽饲养及销售;畜禽良种繁殖;粮食收购销售;饲料加工销售;牲畜屠宰;畜禽粪污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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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6日

营业期限：长期

三、荆州江陵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荆州江陵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住 所：江陵县资市镇滨湖路73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24MA49DUHY19

法定代表人：黄炳权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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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4日

营业期限：长期

四、亳州市谯城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亳州市谯城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住 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立德镇李村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2MA2UEPYJ4H

法定代表人：曹庆伟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畜禽粪污猪粪

处理。（除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牲畜饲养；饲料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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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6日

营业期限：长期

五、鄢陵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鄢陵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住 所：鄢陵县彭店镇油坊村村委会东10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24MA47UHJ36D

法定代表人：董博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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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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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1日

营业期限：长期

六、柘城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柘城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住 所：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远襄镇大张旗村社区1栋101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24MA47X4E787

法定代表人：刘威豪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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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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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3日

营业期限：长期

七、汝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汝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住 所：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陶营乡汝安路与观光大道交叉口西200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6MA47W86T2B

法定代表人：闫中良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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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国家禁止投

资经营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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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6日

营业期限：长期

八、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住 所：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汝南街道望嵩南路霍阳大道西500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82MA47X5DA9J

法定代表人：闫中良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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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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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3日

营业期限：长期

九、南召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召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住 所：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城郊乡宋楼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21MA47W6A3XK

法定代表人：闫中良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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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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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6日

营业期限：长期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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