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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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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整进展情况

（一）公司的重整进展情况

2020年6月23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 ）裁定受理对银亿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重整申请，并指定银亿系企业清算组担任公司的临时管理

人，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1.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相关事项

2020年8月21日上午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召开，会

议表决通过了临时管理人转为正式管理人、确定中介机构、选任和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等四个

表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管理人于2020年8月2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

决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7）。2020年9月4日，公司管理人收到宁波中院作出的《决

定书》，就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中需要由法院确认的事项进行了确认。《决定书》主要内容

为，宁波中院确认银亿系企业清算组正式履行管理人职责，由临时管理人转为正式管理人；认

可公司债权人委员会的成员组成。

2.公司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相关事项

2020年8月8日，公司管理人正式开展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工作，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管理人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

目前， 管理人已将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报名截止日期延长至2020年9月15日下午17:00

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管理人于2020年9月3日披露的《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报名

截止日期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4）。

（二）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的重整进展情况

2019年12月19日， 宁波中院裁定受理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银亿控股” ）及其母公司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集团” ）提出的重整申请，银亿

集团、银亿控股正式进入重整程序。2020年7月28日，公司管理人收到银亿集团管理人发来的

宁波中院《民事裁定书》，宁波中院裁定银亿控股等16家公司与银亿集团合并重整（以下简称

“合并重整公司” ）。

2020年9月11日，合并重整公司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主要内容为管理人作阶段性重整

工作报告、管理人作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报告等程序性事项，同时表决通过了增选债权人委

员会成员、采用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两项程序性事项。目前合并重整公司的各项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

二、风险提示

（一）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提示

1、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公

司重整失败，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

第（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及治理结构等，促进

公司健康发展，但公司仍需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终止上市的

风险。

3、公司股票目前因公司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已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ST），如果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第14.1.1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二）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提示

银亿集团、银亿控股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可能对本公司股权

结构等产生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ST银亿 股票代码：000981� � � �公告编号：2020-097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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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披露了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7），即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与公司及子公司的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案件，涉诉债券本金为43,407,657.21元。

2020年9月1日，公司管理人收到公司发来的由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

院” ）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0）浙02民初277号】，现将该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民事判决书》【（2020）浙02民初277号】的主要内容

1、原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路111号

2、被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续强

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张苏滩573号八楼

3、裁决情况

(1)确认原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享有下述债权[“银亿房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16银亿04债券）项下

债券本金42,670,000元，以债券本金42,67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1日起至2019年1月8日按

年利率7.03%计算的利息1,660,108.50元，以债券本金42,67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9日起至

2020年6月23日止按年利率7.03%计算的逾期利息4,372,166.94元， 以债券本息44,330,108.50元

为基数自2019年1月9日起至2020年6月23日止按日万分之一计算的违约金2,358,361.77元]；上

述债券持有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交回债券，被告银亿股份有

限公司可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申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该债券；

(2)确认原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享有下述债权[“银亿房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16银亿07债券）项下

债券本金737,657.21元，以本金737,657.21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20日起至2020年6月23日止按

年利率6.8%计算的逾期利息25,698.76元， 以截至2019年8月18日应付本息960,132元为基数自

2019年8月19日起至2019年12月19日止按日万分之一计算的违约金11,809.62元， 以应付本金

737,657.21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20日起至2020年6月23日止按日万分之一计算的违约金13,

794.19元]； 上述债券持有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交回债券，被

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可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申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该债

券；

(3) 确认原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享有金额为49,997.22元的

保全担保费债权。案件受理费301,29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06,298元，由被告银亿股份

有限公司负担。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作为原告的未决小额诉讼案件共计17笔， 涉及金额5,275,

590.19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0.08%），本公司作

为被告的未决小额诉讼案件共计39笔，涉及金额13,422,034.89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0.20%）。前述案件主要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

纷等小额诉讼案件。

此外，除公司已披露的诉讼公告外，公司目前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所涉公司债券已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计提应付利息，本次判决应付利息等费用与

账面已计提数差异不大，故该起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无重大影响。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需到实际清偿日才能确定，会对公司后期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管理人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2020）浙02民初277号】。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925� � � �证券简称：盈趣科技 公告编号：2020-094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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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情况：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0年8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9月14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9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上午9:15至9:

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年9月14日上午9:15至2020年9月14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西路100号盈趣科技创新产业园4号楼501会

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松华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6人，代表股份326,340,434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71.2394％。其中：

（一）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人，代表股份323,007,486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70.5118%。

（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人，代表股份3,332,94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276％。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林松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以及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吴凯庭先生因事未能参加会议，委托董事长林松华先生代为出席；

董事林先锋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参加会议，委托董事杨明先生代为出席；独立董事兰邦胜先生

因事未能参加会议，委托独立董事齐树洁先生代为出席。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298,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2％；反

对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17,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47％；反对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006％；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47％。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330,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8％；反

对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49,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4％；反对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006％；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外部非独立董事及外部监事津贴的议案》。

关联股东深圳万利达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南靖惠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凯

庭及吴文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2,347,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6％；反

对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49,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4％；反对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006％；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5,269,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17％；反

对1,071,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9.0318％；反对1,071,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0.9682％；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魏吓虹和陈宓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

了如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

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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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09�月 15�日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闽理非诉字[2020]第152号

致：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之委托，指派魏吓虹、陈宓律师出席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

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本次大会会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告、本次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

等）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3.对于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时向公司出

示的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等资料，其真实性、有效性应当由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自行负责，本所律师的责任是核对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股东名册

中登记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是否一致。

4.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

票的操作行为均视为股东自己的行为，股东应当对此承担一切法律后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5.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所律师仅对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

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

本次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6.本所律师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大会决议一并公告。

基于上述声明，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8月27日作出了关于召开本次大会的决议， 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8月29日分别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2020年9月9日，公司董事会分别在上述报刊和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0年9

月14日下午在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西路100号盈趣科技创新产业园4号楼501会议室召开， 由公

司董事长林松华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上午9:15至2020年9月14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16人，代表股326,340,

4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58,090,000股）的比例为71.2394%。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12人，代表股份323,007,4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0.5118%；(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在本次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

人，代表股份3,332,9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276%。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26,298,734股， 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2%；反对10,400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表决结

果为：同意326,330,034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8%；反对10,

400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无弃权股。

（三）在关联股东深圳万利达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南靖惠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吴凯庭及吴文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外部非独立董事及外部监事津

贴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72,347,725股，占出席本次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56%；反对10,400股，占出席本次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无弃权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325,269,042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17%；反对1,071,392股，占

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3%；无弃权股。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

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副本若干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致书！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中国·福州 魏吓虹

经办律师：

陈 宓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柏 涛

二○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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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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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3日、2020年5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的子公司）为自身债务提供担保、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95亿元人民币，

具体额度可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分配、调剂。公司同意授权董事长或相关业务负责

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即任一时点的担保总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9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自2020年8月14日担保进展公告后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公司持

股比例

债权人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担保协议

金额

实际担保

余额

担保

期限

备注

安徽省大北农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肥东支行

2020/6/16 4,000.00 3,000.00 2

年

实际担保余额

增加

1000

万

晋中大北农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祁县支行

2020/6/23 3,000.00 2,100.00 2

年

实际担保余额

增加

600

万

湖南省众仁旺种猪

科技有限公司

50.7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益阳资阳支行

2020/7/1 2,000.00 1,000.00 2

年

阆中大北农农牧食

品有限公司

82.14%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阆中市支行

2020/7/3 4,800.00 4,000.00 2

年

奇台大北农农牧开

发有限公司

82.14%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五家渠兵团分行营

业部

2020/8/6 4,000.00 1,140.00 5

年

实际担保余额

增加

340

万

娄底大北农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娄底分行

2020/8/7 1,000.00 1,000.00 2

年

实际担保余额

增加

400

万

唐山大北农猪育种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承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唐山玉田支行

2020/8/7 1,000.00 500.00 2

年

南宁大北农饲料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宁市

东盟支行

2020/8/12 1,000.00 1,000.00 2

年

江西大北农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赣江新区

支行

2020/8/14 1,000.00 1,000.00 2

年

宿迁大北农饲料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宿迁分行

2020/8/18 1,000.00 1,000.00 2

年

江西高安大北农饲

料有限公司

1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赣江新区

支行

2020/8/19 1,000.00 1,000.00 2

年

武汉绿色巨农农牧

股份有限公司

55.26%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黄陂区支行

2020/8/21 3,000.00 2,200.00 2

年

桂林大北农饲料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桂林分行

2020/8/21 2,000.00 1,000.00 2

年

宿迁大北农饲料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宿迁分行

2020/8/25 1,000.00 1,000.00 2

年

盐城大北农饲料有

限公司

1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射阳县支

行

2020/8/25 1,000.00 1,000.00 2

年

郴州大北农饲料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郴州市分行

2020/8/26 700.00 700.00 2

年

江西泰和大北农饲

料有限公司

100.00%

江西泰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文田支行

2020/8/26 1,000.00 1,000.00 2

年

蚌埠大北农等

70

家

控股子公司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

油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2020/8/28 12,000.00 12,000.00

不超过

2021

年

6

月

30

日

哈尔滨大北农等

6

家

控股子公司

三河汇福粮油集团

饲料蛋白有限公

司、 辽宁汇福荣兴

蛋白科技有限公

司、 江苏汇福蛋白

科技有限公司

2020/8/28 500.00 500.00

不超过

2021

年

5

月

31

日

桂林大北农等

11

家

控股子公司

中粮油脂

(

钦州

)

有

限公司

2020/8/28 2,200.00 2,200.00

不超过

2021

年

5

月

31

日

娄底大北农等

16

家

控股子公司

吉林云天化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2020/8/28 3,000.00 3,000.00

不超过

2021

年

5

月

31

日

蚌埠大北农等

56

家

控股子公司

托福国际贸易 （上

海）有限公司

2020/8/28 5,000.00 5,000.00

不超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蚌埠大北农等

54

家

控股子公司

辽宁省粮食集团有

限公司

2020/8/28 5,000.00 5,000.00

不超过

2021

年

5

月

31

日

蚌埠大北农等

51

家

控股子公司

浙江杭实能源服务

有限公司

2020/8/28 4,500.00 4,500.00

不超过

2021

年

5

月

31

日

蚌埠大北农等

51

家

控股子公司

浙江省粮食集团有

限公司

2020/8/28 2,000.00 2,000.00

不超过

2021

年

5

月

31

日

麟游正辉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

陕西麟游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8/31 1,000.00 1,000.00 3

年

三明大北农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沙县支行

2020/9/1 1,000.00 1,000.00 2

年

武冈众仁旺农牧食

品有限公司

50.73%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

南省分行

2020/9/2 4,300.00 1,107.83 5

年

台山市大北农水产

科技有限公司

85.00%

广东台山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端芬支行

2020/9/2 2,000.00 1,000.00 2

年

山东丰沃新农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

75.1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市南

第三支行

2020/9/4 3,000.00 3,000.00 2

年

蚌埠大北农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蚌埠市分

行

2020/9/4 3,200.00 3,000.00 2

年

沈阳英大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分行

2020/9/8 1,000.00 1,000.00 2

年

常德大北农饲料有

限公司

85.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津市市支行

2020/9/10 3,000.00 - 2

年

梁平大北农饲料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梁平支行

2020/9/11 1,000.00 500.00 2

年

宿州昌农农牧食品

有限公司

64.6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肥东支行

2020/9/11 1,500.00 1,500.00 7

年

合计

87,700.00 70,947.83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授权范围内累计占用担保额度为721,407.39万元。

以上担保额度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不超

过1,152,991.66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按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的合并净资产1,

007,199.04万元计）的114.48%，实际担保余额为700,492.74万元（含对参股公司担保、对其他公

司担保）。其中，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授权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950,000.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

为550,173.38万元。

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逾期金额为0万元，子公司对外担保逾期金额14,289.70万元，其中

包括对客户担保逾期金额10,389.70万元，对其他公司担保逾期金额3,900万元。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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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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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14日下午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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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14

日9:15一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第5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喜芳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7日，公司股东合计41,434名。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8名，代表股份3,789,898,26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359%。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名，

代表股份88,568,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4%。会议具体出席情况如下：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2名，代表股份 3,748,768,28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2.1444%。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名，代表股

份47,438,6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2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名，代表股份41,129,9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915%，均为非关联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

表以外的其他股东授权代表（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共计13名，代表股份88,568,65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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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关联方签署

《〈项目工程合作合同〉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本议案所述事项系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参加会议的关联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进

行了回避，具体情况见下：

序号 关联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1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3,558,672,908

2

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124,000,000

3

卢志强 公司实际控制人

18,320,704

4

张喜芳 关联自然人

276,000

5

舒高勇 关联自然人

60,000

合计

3,701,329,612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关于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项目

工程合同〉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本议案所述事项系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参加会议的上述关联股东均进行了回避。相

关关联股东名称、存在的关联关系以及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的情况，详见议案（一）所述相

关内容。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序号和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

）

股数

（股）

比例（

%

） 股数（股） 比例（

%

）

1.

关于公司、公司控股子

公司北京星火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关联

方签署《〈项目工程合作

合同〉补充协议（三）》的

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

88,498,557 99.9209 70,000 0.0790 100 0.0001

通过

其中，非关联中

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88,498,557 99.9209 70,000 0.0790 100 0.0001

2.

关于公司、公司控股子

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

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

署 《〈项目工程合同〉补

充协议（三）》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

88,498,557 99.9209 70,100 0.0791 0 0.0000

通过

其中，非关联中

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88,498,557 99.9209 70,100 0.0791 0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小雨、杨雯。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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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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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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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4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202378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

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

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及时组织相关材料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

书面回复意见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同时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0903� � � �证券简称：贵州燃气 公告编号：2020-040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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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或“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0年9月11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379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 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逐项落实， 在规定

的期限内及时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披露有关

信息。公司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防范投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

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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