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10 月 27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95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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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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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金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文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文良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第三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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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000,000.00
8,246,791.00

3,912,584.30

110.78%

衍生金融资产持仓增加

21,827,750.84

3,696,180.25

490.55%

票据结算货款增加

应收账款

866,444,569.60

362,060,802.38

139.31%

新增结算期内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394,998,568.70

222,064,368.55

77.88%

预付原料款增加

131,608,734.34

85,600,811.75

53.75%

主要为经营性往来款和备用金增
加

总资产

11,250,796,245.86

9,149,772,043.85

2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46,000,440.81

5,698,139,557.54

13.12

其他应收款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805,713.73

582,911,553.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51.48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末（1-9 月）

营业收入

16,857,939,370.84

12,743,225,876.96

3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8,184,218.31

713,087,990.71

3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919,750,306.36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4,761,464.34

3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9

15.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01

0.8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01

0.80

26.25

主要为公司增加对猪产业化和禽
产业化等项目投资
主要为种猪较上年末增加

94,826,312.88

113.63%

337,463,267.56

60.13%

预付长期资产和养户饲养费增加

应付账款

1,040,155,759.62

659,216,483.84

57.79%

主要为应付货款增加

减少 0.28 个百分点

应交税费

51,093,283.66

37,680,953.84

35.59%

主要为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26.25

一年内到期的非
95,228,089.23
流动负债

70,593,717.62

34.9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和长期应
付款增加

长期借款

174,330,000.00

102.39%

银行长期借款增加

352,830,000.00

长期应付款

49,398,235.14

11,025,000.09

348.06%

应付融资租赁款增加

813,350.90

396,995.58

104.88%

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的递延
所得税负债增加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16,857,939,370.84

12,743,225,876.96

20,438,7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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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3,3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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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325.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9,992.00

-4,850,061.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25,081.60

-2,621,451.79

所得税影响额

-1,030,626.04

-2,206,802.30

5,008,395.73

8,433,911.95

38,013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条 件 股 份 数 股份状
数量
量
态

金卫东

149,549,498

16.22

3,062,117

质押

DE HEUS MAURITIUS

82,303,939

8.93

2,296,587

无

丁云峰

81,929,558

8.89

1,531,058

质押

55,000,000

境内自然人

47,620,000

境内自然人

邵彩梅

49,773,878

5.40

无

48,360,000

5.24

质押

境内自然人

五莲禾力股权投资合伙
48,360,000
企业（有限合伙）

5.24

无

王凤久

47,964,602

5.20

质押

王仲涛

46,625,229

5.06

中意资管－民生银行－
中意资产－定增精选 103 18,953,539
号资产管理产品

2.06

华安财保资管－工商银
行－华安财保资管稳定
17,650,146
增利 12 号集合资产管理
产品

1.91

7,220

-10,000

11,000

23,000

394

-22,000

1,000

葫芦岛九股河

销售商品

禽产品

100

232

1,400

1,500

报告期， 公司饲料销量持续增长
及产业链相关业务营业收入增长

尼泊尔禾丰

销售商品

饲料产品

20

189

380

400

青岛神丰

销售商品

饲料原料

3,000

3,012

1,200

4,200

100

106

100

200

17,137

25,000

25,000
4,500

变动原因

11,419,337,434.95

33.58%

营业收入增长带动营业成本增加

施海普

销售商品

其他产品

11,307,173.33

4,389,415.74

157.60%

政府补助收益增加

大连四达

销售商品

毛鸡

信用减值损失

-44,982,365.28

-27,678,451.02

不适用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较上年同期增
加

鞍山九股河

采购商品

禽产品

2,000

3,260

2,500

公主岭禾丰

采购商品

饲料原料

100

270

400

500

广州亿琨

采购商品

饲料原料

1,500

80

-1,300

200

资产减值损失

-17,267,757.41

-5,409,240.15

不适用

主要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较
上年同期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987,707.93

-566,068.09

不适用

主要为固定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
同期增加

锦州九丰

采购商品

禽产品

800

1,257

1,200

2,000

凌海九股河

采购商品

饲料产品

100

947

2,900

3,000

营业外收入

11,539,843.27

18,299,191.94

-36.94%

营业外收入中的政府补助较上年
同期下降

青岛神丰

采购商品

饲料产品

1,200

2,054

2,300

3,500

台安九股河

采购商品

饲料产品

18,000

14,952

5,000

23,000

-

-

70,920

51,110

9,080

80,000

营业外支出

13,645,780.19

20,913,066.65

-34.75%

非常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

所得税费用

113,292,732.82

65,556,455.05

72.82%

利润增长导致企业所得税费用增
加

本期发生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
282,805,713.73
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
-863,635,618.41
现金流量净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582,911,553.62

-51.48%

主要系报告期内大宗原材料价格
上涨， 公司购买原材料备货增加
所致

-549,750,402.35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规模扩张， 资产投资
扩大、投资款支出增加所致

境内自然人

法定代表人

金卫东

无

境内自然人

日期

2020年 10 月 27 日

无

其他

证券代码：603609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金卫东

146,487,381

人民币普通股

146,487,381

丁云峰

80,398,500

人民币普通股

80,398,500

DE HEUS MAURITIUS

80,007,352

人民币普通股

80,007,352

邵彩梅

49,773,878

人民币普通股

49,773,878

张铁生

48,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360,000

五莲禾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360,000

王凤久

47,964,602

人民币普通股

47,964,602

王仲涛

45,859,700

人民币普通股

45,859,700

中意资管－民生银行－中意资产－定增精选
18,953,539
103 号资产管理产品

人民币普通股

18,953,539

华安财保资管－工商银行－华安财保资管稳
17,650,146
定增利 12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人民币普通股

17,650,146

证券简称：禾丰牧业

公告编号：2020-058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其他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1.金卫东、丁云峰、王凤久、邵彩梅、王仲涛为一致行动人；
2.金卫东为五莲禾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
控制人；3.未发现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1,000

饲料原料

5,190,00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毛鸡

销售商品

境内自然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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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卫东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 会议参与表决人
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禾丰牧业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禾丰牧业关于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金卫东、丁云峰、邵彩梅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河北太行禾丰牧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禾丰牧业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公
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609

证券简称：禾丰牧业

公告编号：2020-060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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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预
计交易金
额

销售商品

6,600,000

其他

2020年预计增
加或减少交易
金额

广州亿琨

筹资活动产生的
主要系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
386,307,052.53
616,139,019.52
-37.30%
现金流量净额
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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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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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张铁生

765,529

股东性质

2020年 1-9
月累计发生
金额

15,254,503,331.1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2020年初预
计交易金额

营业成本

现金流量表项目

股东总数（户）

关联交易内
容

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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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类
型

鞍山九股河

增减变动
32.29%

公司简称：禾丰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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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关
联交易定价公平、公正，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金卫东、丁云峰、邵彩梅在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予以回避，
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根据下属企业生产经营需要，预计 2020 年增加与葫芦岛九股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葫芦岛
九股河” ）、青岛神丰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岛神丰” ）、施海普（北京）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施
海普” ）、大连四达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四达” ）、鞍山市九股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鞍山九股河” ）、锦州九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九丰” ）、凌海市九股河饲料有限责任公司（以
凌海九股河” ）、台安县九股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台安九股河” ）、尼泊尔禾丰饲料有
下简称“
限公司（以下简称“
尼泊尔禾丰” ）、公主岭禾丰玉米收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主岭禾丰” ）的日常关联
广州亿琨” ）、鞍山九股
交易预计金额 42,380 万元，预计 2020 年减少与广州亿琨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33,300 万元，2020 年度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 9,08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递延所得税负债

-2,879,8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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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3,536.65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合计

本期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2.27%

202,574,066.97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2,312,747.53

124.30%

240,012,874.86

365,457,368.84

540,392,843.78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760,839.23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其他权益工具投
12,921,702.93
资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本期金额
（7－9 月）

变动原因
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上年度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1-9 月）

增减变动
150.00%

应收票据

本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期初余额
40,000,000.00

公司代码：60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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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方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青岛神丰牧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郭拥华
注册资本：121 万美元
注册地址：青岛胶州市营海镇营里路
经营范围：生产浓缩饲料、配合饲料；销售浓缩饲料、配合饲料、复合预混料、饲料原料及饲料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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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台安县九股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杨东利
注册资本：106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台安县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饲料生产，粮食收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家禽饲养，活禽销售，兽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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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凌海市九股河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凯
注册资本：175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凌海市新庄子镇礼中村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饲料生产，粮食收购，兽药经营，家禽饲养，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活禽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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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鞍山市九股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杜刚
注册资本：432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台安县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
经营范围：肉鸡、肉鸭屠宰加工、销售、饲养；速冻食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加工、销售；经营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羽毛粉、血粉粉碎加工、销售；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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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葫芦岛九股河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焦金波
注册资本：737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兴城市望海乡曲河村
经营范围：鸡收购、屠宰加工及销售。（在《畜禽定点屠宰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有效期内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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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施海普（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刘志勇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金关北二街 3 号院 2 号楼 7 层 706
经营范围：销售兽药；批发卫生用品、农业机械；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上两项不含法律、法规规
定需要审批的项目）、代理进出口；（上述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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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广州亿琨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简莉
注册资本：208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海员路 97 号外运大楼 6 楼 605 房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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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鹏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雷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季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公司面对的风险包括可能的商

第三季度报告

誉减值风险因素，信息服务的客户集中度上升、流失及新技术替代的风险因素，业绩承诺实现风险，通信网
络维护的技术竞争和客户依赖的风险因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3,853,585,559.23

3,907,595,690.57

-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351,219,008.71

2,322,627,647.48

1.23%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
年
同期增减

691,029,183.45

年初至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2.74%

1,810,904,
270.34

-22.40%

15,743,576.48

-42.50%

28,591,361.23

-7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790,927.32

-49.71%

24,761,910.30

-76.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5,938,278.90

-44.35%

-87,046,526.59

-221.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68

-42.66%

0.0306

-74.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68

-42.66%

0.0306

-74.22%

0.67

减少 0.08 个百
分点

1.22

减少 1.83 个百
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1,219,253.5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407,720.4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

656,370.3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说明

-1,341,048.44

减：所得税影响额

3,829,450.9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36,83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申万宏源证券－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
展系列之申万宏源 FOF 单一资产管理
其他
计划－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之申万
宏源 2 号单一资产管理 +

2.00%

18,732,
000

秦皇岛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6%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 9,827,259

朱胜华

境内自然人

0.95% 8,900,08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7% 8,127,530

长期借款

持有有
持股比
限售条
持股数量
件的股
例
份数量

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22.18%
法人

207,705,
182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14.66%
法人

137,232,
345

刘英魁

境内自然人

9.51%

89,074,
099

深圳通泰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47%

69,935,
196

16,439,
277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质押

66,185,
136

数量
140,000,
000

营业外支出

69,935,196

人民币普通
股

69,935,196

所得税费用

-43.29%

刘英魁

22,888,963

人民币普通
股

22,888,963

深圳市华美达一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96,000

人民币普通
股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20,096,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减少 17,859.82 万元，
-31.66% 主要是受今年疫情影响业务量下降、员工减少和政策性减
免社保金影响。

支付的各项税费

-33.99%

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 3,991.06 万元，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
相应的各种税费减少。

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 1,085.27 万元，是因利润总额下降影
响。

人民币普通
股

18,732,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5,996.48 万元，主
要是受疫情影响，收入及回款均有所下降。

秦皇岛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16,439,277

人民币普通
股

16,439,27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30.2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同比增加 30.93 万元，是处置了报废的资产增加。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
9,827,259
股

9,827,259

朱胜华

8,900,080

人民币普通
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900,08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
-64.03% 减少 4,683.63 万元， 是根据业务需要减少了固定资产采
购。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
8,127,530
股

8,127,5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4.6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4,714.56 万元，主
要是购买固定资产减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55.86%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2,945.99
万元，主要是现金分红减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98.1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 1,416.12 万元，
是上年回购公司股份支出，本年无此项。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0.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7,878.42 万元，主
要是本期偿还银行贷款减少，现金分红减少。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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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债务和解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
以及 2020 年 9 月 4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债务和解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为解决公司 2018 年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对价延迟支付问题，暂缓公司资金压力，经与交易对方协
商一致，公司与刘英魁以及宁波保税区嘉语春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保税区嘉惠秋实投资合伙企

45.51%

在建工程

35.06%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1.69 万元，是站址建设。

存货较期初增加 1,441.01 万元，是未达收入标准支付的劳
务费。

长期待摊费用

117.66% 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 401.41 万元，是装修费增加。

应付票据

266.90% 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 238.85 万元，是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预收款项

-100.00%

预收款项较期初减少 8,785.06 万元，是因执行新收入准则
按款项性质重分类。

合同负债

〉100.00%

合同负债较期初增加 12,535.93 万元， 是因执行新收入准
则按款项性质重分类。

质押

69,935,
192

应交税费

-61.77%

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3,158.97 万元，是上年计提的企业所
得税已经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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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006854） 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在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
站（http://eid.csrc.gov.cn/fund）和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fund.piccamc.com/）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

〉100.00% 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23.76 万元，是本年度处置固定资产。

18,732,000

7,967,652

金代码：008852）、人保福泽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人保福泽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 ，基金代码：006461）、人保鑫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人保鑫泽纯债” ，基金代码：

资产处置收益

申万宏源证券－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申万宏源
FOF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之申万
宏源 2 号单一资产管理 +

存货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7 日

披露日期

公告名称(编号)
中嘉博创：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0 一 70)

中嘉博创：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0年 8 月 13
签 署 债 务 和 2020 一 71)
日
解协议暨关
联交易事项 中嘉博创：关于签署债务和解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一
72)
中嘉博创：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 一 2020年 9 月 05
88)
日
中嘉博创：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0 一 83)
中嘉博创：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非 公 开 发 行 2020 一 84)
股票事项
中嘉博创：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2020年 9 月 02
日

中嘉博创：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 2020年 8 月 12
一 69)
日

深圳通泰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8.54% 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3,875.43 万元，主要是预付通道款。

重要事项概
述

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2.55 万元， 是投资的联营公司收益减
少。

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 179.17 万元，主要是固定资产报废损
106.58%
失。

预付账款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索引

-97.29%

137,232,345

-100.00% 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 59.45 万元，是应收票据到期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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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长王仲涛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5 人，实际参加监事 5 人。 会议参与表决人
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禾丰牧业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投资收益

人民币普通
股

应收票据

公告编号：2020-059

其他收益同比增加 812.64 万元，主要原因是税收政策调整
增加的补贴。

137,232,345

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证券简称：禾丰牧业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13.36%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报表项目或财务指标

证券代码：603609

其他收益

207,705,182

本期末比上
年期末增减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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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资标的名称：河北太行禾丰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行禾丰” ）
●增资金额：太行禾丰注册资本由 8,000 万元增加至 12,000 万元，各股东同比例增资，其中辽宁禾丰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禾丰牧业” ）以自有资金增资 2,480 万元，河北恩康牧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恩康牧业” ）增资 1,520 万元。
●本公司对太行禾丰 12 个月内累计投资总额达 7,440 万元，达到公司《投资管理制度》规定的董事会
审批标准。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增资情况概述
1、2020 年 5 月 9 日，本公司与恩康牧业共同出资设立河北太行禾丰牧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000 万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4,960 万元，持股 62%；恩康牧业出资 3,040 万元，持股 38%。 为进一步满足项目资金需
求，太行禾丰拟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 8,000 万元增加至 12,000 万元。 各股东同比例增资，本公司持股
62%，增资 2,480 万元；恩康牧业持股 38%，增资 1,520 万元。
2、本公司对太行禾丰 12 个月内累计投资总额达 7,440 万元，达到公司《投资管理制度》规定的董事会
审批标准。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河北太行禾丰牧业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桥头乡匡山村 999 号
4、法定代表人：李小永
5、注册资金：8,000 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0-05-09
7、经营范围：鸡的饲养、家禽孵化服务；饲料加工、销售；动物饲养场房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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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东情况：本公司持股 62%；恩康牧业持股 38%
三、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旨在增强太行禾丰资本金实力，以满足公司整体发展规划的需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本次以自有资金增资，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资完成后，太行禾丰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1,273.11 万元，主要原因股权并购款利
息增加。

人民币普通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公告

44.93%

207,705,182

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

公告编号：2020-061

财务费用

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数量

证券简称：禾丰牧业

中嘉博创：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 一 2020年 9 月 18
92)
日
3、其他重要事项临时报告查询索引见下表：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索引
披露日期
重要事项概
公告名称(编号)
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冻结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人保鑫选双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人保鑫选双债” ，基

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 263.38 万元， 是受营业收入减少影
-44.65%
响。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证券代码：603609

长期借款比期初减少 6,626.56 万元，是即将到期偿还的长
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变
动

税金及附加

股份种类

公告编号：2020-97

股本较期初增加 2,6718.92 万元， 是按 2019 年度权益分派
39.93% 方案，股本扣除回购股份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报表项目或财务指标

关于旗下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0-7999）咨询。

-100.00%

股本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华美达一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过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
096,000 股；朱胜华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如有）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900,080 股。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20,096,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674,337.85

合计

2.15%

证券简称：中嘉博创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深圳市华美达一号投资中心 （有限合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伙）

证券代码：000889

经营范围：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8、锦州九丰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宏财
注册资本：884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七里河镇石桥子村
经营范围：肉鸡屠宰分割加工；速冻食品加工；肉鸡产品调味加工；肉鸡羽毛、血粉加工；肉鸡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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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大连四达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魏立夫
注册资本：1568.627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四平街道贾店村
经营范围：肉鸡加工、屠宰、销售；肉鸡收购；羽毛粉加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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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公主岭禾丰玉米收储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华
注册资本：12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公主岭市公伊路 98 号
经营范围：粮食收储、购销、粉碎、烘干；饲料原料批发、零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一般货物装卸搬运服
务；企业自有房屋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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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尼泊尔禾丰饲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Suresh Vaidya
注册资本：2 亿 8000 万尼泊尔卢比
注册地址：Bharatpur-5,Kalyanpur,Chitwan,Nepal
经营范围：饲料生产、销售。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以上 11 家公司全部为本公司的参股企业。 其中：公司董事长金卫东先生担任公主岭禾丰的董事，公司
监事长王仲涛先生分别担任公主岭禾丰、广州亿琨的董事，公司董事兼总裁丁云峰先生分别担任青岛神丰、
施海普的董事，公司董事兼首席技术官邵彩梅女士担任青岛神丰的董事，公司副总裁邱嘉辉先生分别担任
台安九股河、凌海九股河、鞍山九股河、葫芦岛九股河、锦州九丰、大连四达的董事，公司监事任秉鑫先生分
别担任凌海九股河、鞍山九股河、葫芦岛九股河的董事，公司监事李俊先生担任广州亿琨的董事，公司副总
裁王振勇先生担任尼泊尔禾丰的董事。 上述关联法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
（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上述 11 家企业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可以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或采购饲料原料、禽产品等。
2、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
原则下进行，以市场价格作为交易的定价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发展，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特此公告。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债务和解协议》。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之后，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向交易对方支付未付款
项的利息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
2、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股票的对象为
不超过 35 名的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将用于智能通信服务平台项目、 融合通信平台项目、 人工智能呼叫中心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020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并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
施，且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材料已上报中国
证监会审核。
有关临时报告查询索引见下表：

证券代码：600017
债券代码：143356
债券代码：143637

中嘉博创：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20年 8 月 21
持股 5%以上 （公告编号：2020 一 78）
日
股东中兆投
中嘉博创：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资减持公司
中嘉博创：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年 9 月 09
股份事项
2020 一 89)
日
中嘉博创：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年 9 月 10
2020 一 90)
日
持股 5%以上
股东通泰达
减持计划进
展及新的减
持计划事项

中嘉博创：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2020年 7 月 17
号：2020-64）
日
中嘉博创：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 一 81)
2020年 9 月 02
日
中嘉博创：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
一 82)

持股 5%以上
股 东 部 分 股 中嘉博创：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 2020年 9 月 30
份 被 司 法 冻 号：2020 一 93)
日
结事项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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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7 日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2020－053
债券简称：17 日照 01
债券简称：18 日照 01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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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对外披露《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临 2020-033），日照市人民政府将公司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日照港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省港口集团” ），划转完
成后，日照港集团将成为山东省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日照港集
团，日照港集团对公司的持股数量及比例未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日照市人民政府变更为山东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山东省国资委” ）。 （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收购报告书摘要》和《收购报告书》。 ）
2020 年 10 月 26 日，公司收到日照港集团《关于工商变更登记完成的通知》，确认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变更完成后，山东省港口集团持有日照港集团 100%股权。
至此，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已经全部完成。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日照市人民政府变更为山东省国资委。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