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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中国海运（缅甸）代理有限公司等境外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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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远洋”或“本公司” ）下属公司拟收购中国远洋海

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间接持有中国海运（缅甸）代理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China� Shipping(Myanmar)� Company� Limited” ，以下简称“中海缅甸代理” ）等境外公司部分股

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下属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属公司分别就本次交易涉及的3项境外股权转让交易签订

一系列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土耳其股权交易

本公司下属公司中远集运欧洲公司(英文名称“COSCO� Container� Lines� Europe� GMBH” ，以下

简称“中远集运欧洲” ）拟收购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属公司中国海运（欧洲）控股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China� Shipping� (Europe)� Holding� GmbH” ，以下简称“中海欧洲” ）持有的中国海运土耳其代理

有限公司（英文名称“China� Shipping� Acentaligi� A.S.” ，以下简称“中海土耳其代理” ）75%股权。

(二) 巴基斯坦股权交易

本公司下属公司中远集运东南亚公司（英文名称“COSCO� Container� Lines� South� East� Asia�

Pte.� Ltd.” ，以下简称“中远集运东南亚” ）拟收购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属公司中远新加坡公司（英文名

称“COSCO� Holding� Singapore� Pte.� Ltd” ，以下简称“中远新加坡” ）持有的中远萨意卡拉奇有限公

司（英文名称“COSCO� Saeed� Karachi(Private)� Limited” ，以下简称“中远卡拉奇” ）50%股权。

(三) 缅甸股权交易

本公司下属公司中远集运东南亚拟收购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属公司中国海运（东南亚）控股有限公

司（英文名称“China� Shipping� Regional� Holdings（Singapore）Pte.� Ltd.” ，以下简称“中海东南

亚” ）持有的中海缅甸代理60%股权。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

资产总额、资产净额的比例均未达到50%以上，累计收购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

占本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亦未达到50%以上， 因此， 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海欧洲、中远新加坡、中海东南亚均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

运集团的下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等交易对方构成本公司关联方，因

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其下属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金额约为5,662,164元人民币。 截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中国远

洋海运集团之间发生的未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5%，本次交易不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关联方介绍

中海欧洲成立于1999年6月11日，注册股本为3,323,533.31元人民币，注册地为德国汉堡，经营范围

为代理、揽货、投资、管理。 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中海欧洲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62,221,040.38元人民

币，资产净额为254,310,903.02元人民币。2015年度中海欧洲营业收入为53,796,300.11元人民币，净利

润为60,776,035.19元人民币。中海欧洲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属公司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

“中海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

中远新加坡成立于1993年6月5日，注册股本为498,501,711.82元人民币，注册地为新加坡，经营范

围为投资、管理。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中远新加坡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752,579,599.10元人民币，资产

净额为547,814,910.68元人民币。 2015年度中远新加坡营业收入为3,241,122,767.41元人民币，净利

润为49,962,081.36元人民币。 中远新加坡为中远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中海东南亚成立于2013年8月19日，注册股本为9,954,081.92元人民币，注册地为新加坡，经营范围

为代理、揽货、投资、管理。 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中海东南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41,936,073.81元人

民币，资产净额为128,348,966.16元人民币。2015年度中海东南亚营业收入为15,914,980.01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44,190,642.9元人民币。 中海东南亚为中海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土耳其股权交易

1、交易标的

本项交易的标的为中海土耳其代理75%股权，该标的上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中海土耳其代理成立于2004年12月10日，注册地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注册股本为150,000土耳其

里拉（约合338,601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从事集装箱代理业务日常的职能，包括营销、销售、订舱、箱

管及单证服务。

本次交易实施前，中海土耳其代理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方 出资金额（土耳其里拉） 持股比例

1 中海欧洲 112,500（约合253,951元人民币） 75%

2 Lotus�Shipping�LLC 37,500（约合84,650元人民币） 25%

合计 150,000（约合338,601元人民币） 100%

根据土耳其审计机构PricewaterhouseCoopers于2016年5月5日按照土耳其会计准则委员会会计

系统应用一般公认原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中海土耳其代理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为22,741,937土耳其里拉（约合50,553,256元人民币），净资产为14,022,905土耳其里拉（约合31,

171,642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79,907,610土耳其里拉（约合177,627,345元人民币），利润总额为

15,231,378土耳其里拉（约合33,857,967元人民币），净利润为12,151,836土耳其里拉（约合27,012,

426元人民币）。

根据土耳其评估机构Fritz� und� Mark� Revisions-� und� Treuhandgesellschaft� AG于2016年7

月28日出具的《评估报告》，以201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净值估值法确定中海土耳其代

理净资产的评估值为14,112,000土耳其里拉（约合31,369,692元人民币）。

2、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根据以上《评估报告》，（扣除未分配利润12,152,000土耳其里拉（约合27,431,232元人民币）），

中海土耳其代理75%股权的交易对价为1,470,000土耳其里拉（约合3,318,294元人民币）。

(二) 巴基斯坦股权交易

1、交易标的

本项交易的标的为中远卡拉奇50%股权，该标的上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中远卡拉奇成立于1995年4月13日，注册地为巴基斯坦卡拉奇，注册股本为10,000,000巴基斯坦卢

比（约合639,350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船舶代理，集装箱、散货进出口及物流运输服务。

本次交易实施前，中远卡拉奇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方 出资金额（巴基斯坦卢比） 持股比例

1 中远新加坡 5,000,000（约合319,675.00元人民币） 50%

2 Shakeel�Ahmed 1,666,667（约合106,558.35元人民币） 16.67%

3 Saeed�Ahmed 1,666,667（约合106,558.35元人民币） 16.67%

4 Amber�Ahmed 1,666,666（约合106,558.29元人民币） 16.66%

合计 10,000,000（约合639,350.00元人民币） 100%

根据巴基斯坦审计机构Tanvir� Muhammad� Khan� &� Co,Chartered� Accounts于2016年2月3日

按照巴基斯坦中型实体的会计及财务报告准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中远卡拉奇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657,485,062巴基斯坦卢比（约合40,710,160元人民币），净资产为47,879,047

巴基斯坦卢比（约合2,964,575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177,017,621巴基斯坦卢比（约合10,960,577

元人民币），利润总额为59,621,948巴基斯坦卢比（约合3,691,672元人民币），净利润为38,704,484

巴基斯坦卢比（约合2,396,504元人民币）。

根据巴基斯坦评估机构Mazars� LLP于2016年6月24日出具的《评估报告》，以2015年12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 采用市场基础法确定中远卡拉奇净资产的评估值为49,000,000巴基斯坦卢比 （约合3,

033,982元人民币）。

2、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根据以上《评估报告》，扣除评估基准日后利润分配金额39,300,833.52巴基斯坦卢比（约合2,512,

699元人民币），中远卡拉奇5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4,849,583巴基斯坦卢比（约合310,058元人民币）。

(三) 缅甸股权交易

1、交易标的

本项交易的标的为中海缅甸代理60%股权，该标的上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中海缅甸代理成立于2013年6月13日，注册地址为缅甸仰光，注册股本为50万美元（约合3,345,400

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国际集装箱货运代理、船舶代理，提供衍生物流、仓储和堆场服务。

本次交易实施前，中海缅甸代理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方 出资金额（美元） 持股比例

1 中海东南亚 300,000（约合2,007,240元人民币） 60%

2 缅甸集装箱服务公司 200,000（约合1,338,160元人民币） 40%

合计 500,000（约合3,345,400元人民币） 100%

根据缅甸审计机构WIN� THIN&ASSOCIATES�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于2016

年2月18日按照缅甸财务报告准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中海缅甸代理经审计的资

产总额为2,904,962.18美元（约合18,863,662元人民币），净资产为933,381.08美元（约合6,061,003

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1,669,490.28美元（约合10,841,002元人民币），利润总额为518,208.68美元

（约合3,365,040元人民币）,净利润为388,656.51美元（约合2,523,780元人民币）。

根据缅甸评估机构Mazars� LLP于2016年6月24日出具的《评估报告》，以2015年12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 采用市场基础法确定中海缅甸代理净资产的评估值为940,000美元 （约合6,103,984元人民

币）。

2、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根据以上《评估报告》，扣除评估基准日后未分配利润433,381美元（约合2,899,666元人民币），中

海缅甸代理6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303,971.40（约合2,033,812元人民币）。

四、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除上述已披露信息外，本次交易各方签订的一系列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如下：

(一) 土耳其股权交易

1、先决条件

本次交易将在下述条件满足后方可进行：

（1）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必要的备案、批准、同意；

（2）自协议签署日及交割日，交易双方所作出的声明和保证事项在重大方面真实、准确；

（3）除已披露的事项外，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起在业务经营、资产状况及行为能力方面不存在重

大不利变化；及

（4）自交割日前，卖方已履行或符合交易协议项下所有重大的承诺和责任。

协议一方可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豁免以上全部或部分先决条件（上文（1）和（2）除外）。

如以上先决条件全部满足的第一个工作日晚于2016年9月29日，则本协议将自动终止。

2、交割日

交割日为2016年9月30日。

3、支付方式及期限

转让价款于交割日按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基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汇率中间价

公布的2016年9月的内部汇率折算为美元现金支付。

4、过渡期间损益：标的公司过渡期间的净利润或净亏损应由卖方依其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担。 也即过

渡期间产生的利润净额（乘以卖方的持股比例）应由买方以现金支付至卖方；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净额

（乘以卖方的持股比例）应由卖方以现金支付至买方。 利润或亏损净额的具体金额于交割日后60个工作

日内根据标的公司的审计报告或其他经双方同意的目标公司已披露财务报告或管理账册确定。

5、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6、签署日：2016年9月22日。

(二)巴基斯坦股权交易

1、先决条件

本次交易将在下述条件满足后方可进行：

（1）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必要的备案、批准、同意；

（2）自协议签署日及交割日，交易双方所作出的声明和保证事项在重大方面真实、准确；

（3）除已披露的事项外，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起在业务经营、资产状况及行为能力方面不存在重

大不利变化；及

（4）自交割日前，卖方已履行或符合交易协议项下所有重大的承诺和责任。

协议一方可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豁免以上全部或部分先决条件（上文（1）和（2）除外）。

如以上先决条件全部满足的第一个工作日晚于2016年9月29日，则本协议将自动终止。

2、交割日

交割日为2016年9月30日。

3、支付方式及期限

转让价款于交割日按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基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汇率中间价

公布的2016年9月的内部汇率折算为美元现金支付。

4、过渡期间损益：标的公司过渡期间的净利润或净亏损应由卖方依其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担。 也即过

渡期间产生的利润净额（乘以卖方的持股比例）应由买方以现金支付至卖方；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净额

（乘以卖方的持股比例）应由卖方以现金支付至买方。 利润或亏损净额的具体金额于交割日后60个工作

日内根据标的公司的审计报告或其他经双方同意的目标公司已披露财务报告或管理账册确定。

5、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6、签署日：2016年9月22日。

(三)缅甸股权交易

1、先决条件

本次交易将在下述条件满足后方可进行：

（1）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必要的备案、批准、同意；

（2）自协议签署日及交割日，交易双方所作出的声明和保证事项在重大方面真实、准确；

（3）除已披露的事项外，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起在业务经营、资产状况及行为能力方面不存在重

大不利变化；及

（4）自交割日前，卖方已履行或符合交易协议项下所有重大的承诺和责任。

协议一方可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豁免以上全部或部分先决条件（上文（1）和（2）除外）。

如以上先决条件全部满足的第一个工作日晚于2016年9月29日，则本协议将自动终止。

2、交割日

交割日为2016年9月30日。

3、支付方式及期限

转让价款于交割日以美元现金支付。

4、过渡期间损益：过渡期间损益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本协议签署日标的公司

的股东依其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担。 利润或亏损净额的具体金额于交割日后60个工作日内根据标的公司

的审计报告或其他经双方同意的目标公司已披露财务报告或管理账册确定。

5、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6、签署日：2016年9月22日。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更好适应中远集运海外业务发展的需要，作为本公司深化改革重组、发挥协同效应的重要举措，通

过海外网络整合将进一步优化海外资源分配，理顺海外产权和管理关系，有力推进各项经营管理政策和

措施在海外各地区的有效执行，增加本公司利润，同时通过整合工作将进一步完善海外集装箱网络布局，

更好地发挥船队和航线的规模优势和协同效应，提供更加优质的客户服务，有利于本公司提升国际竞争

力和实施全球化的战略目标。

六、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于2016年8月25日经中国远洋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经事先查阅和审议所提供的全部资料，一致同意将与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本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同意批准该等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

条款为一般商业条款，属公平合理、符合公司与股东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独立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关联董事就该项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

项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项下相关交易尚需获得国有资产主管部门、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

的审批或备案。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663

证券简称：三祥新材 公告编号：

2016-009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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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6年9月22日，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有关会议召开的通知，公司已于9月19日以

现场送达和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夏鹏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

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4名董事以现场方式书面表决，5名董事以通讯方式表决，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已于2016年8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55万股。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认购该等股份的资金均已到位。 公司注册资本由10,060万元增加至13,415万元。

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发行上市具体事宜的议案》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依法修订章程并办理公司注

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具体公告内容及修订后的《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16-010。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

的议案》

独立董事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

性存款。

具体公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16-011。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663

证券简称：三祥新材 公告编号：

2016-010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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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6年6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6]1331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3,355万股新股。 本次发行后公司注册资

本由10,060万元增加至13,415万元， 已由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年7月26日出具的中审亚太验字[2016]020796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016年9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

订〈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本次修订主要系

根据公司发行上市后的实际情况及相关要求对《公司章程(草案）》进行的相应修订和完

善。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将报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条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系依照《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由福建三祥工业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

整体变更设立；经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出具的闽外经贸外资[2012]91号《福建省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厅关于同意福建三祥工业新材料

有限公司改制为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批准，并由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了商外资

闽府股份字[1991]000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于2012年3月30日在福

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350900400000262。

第二条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系依照《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由福建三祥工业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

整体变更设立；经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出具的闽外经贸外资[2012]91号《福建省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厅关于同意福建三祥工业新材料

有限公司改制为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批准，并由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了商外资

闽府股份字[1991]000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于2012年3月30日在福

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于2016年4月5

日取得统一社会信用证，证书代码为：

91350000611157883K。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号文批准，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万股，于【】年

【】月【】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交

易所” ）上市。

第三条 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1331号文批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355万股，

于2016年8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交易所” ）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实收

资本人民币【】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415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13,415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股，均为普通

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3,415万股，均为普

通股。

第四十一条（七）交易所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

他担保情形。

第四十一条（七）证监会、上交所或公司章程规

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第八十二条（一）董事会、连续90天以上单独或

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

事会提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董事会经

征求被提名人意见并对其任职资格进行审查

后，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第八十二条（一）提名委员会、连续90天以上单

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

向董事会提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董事

会经征求被提名人意见并对其任职资格进行审

查后，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第一百一十六条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1/3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

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10日内，召

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一十六条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1/3以上董事、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

时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10日内，召集

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董事长认为必要时、1/2以

上独立董事联名提议时、 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召

开时也可以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第一百四十七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 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

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状况；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

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

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提出

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

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

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

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

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 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 可以进行调

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四十七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 应当就董事会对定期报告的编制和

审核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报告的内容是否能

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定

期报告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状况；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

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

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提出

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

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

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

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

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 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 可以进行调

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九）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信息

披露职责的行为进行监督， 发现信息披露存在

违法违规问题的，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建议；

（十）发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存在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行为， 已经或者可

能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向董事会、

监事会报告，提请董事会予以纠正；

（十一）《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

他职权。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指定《【】报》为刊登公

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同时指定

巨潮资讯网等网站为公司披露有关信息的网

站。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指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官

方网站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法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

的媒体。

特此公告。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663

证券简称：三祥新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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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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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本着股东利

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公司决定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一年之内， 公司拟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流

动性较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公司拟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的闲置

自有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以上资金额度在

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并授权董事长或财务总监在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

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6]1331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355万股，发行

价格为5.28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17,714.4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3,

087.32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627.0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7月26

日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中审亚太验字[2016]020796号

《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根据募投项目推进计划，近期公司的

部分募集资金存在暂时闲置的情形。

二、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基本情

况

(一）基本概况

1、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 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发行主体为能提供保本承诺的

金融机构，产品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且该投

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2、决议有效期

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3、购买额度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公司拟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

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4、资金管理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须设立专用账户，

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作其他用途，开立或注

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为控制风险，公司将选取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安全性高，流动性较好的保本

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管理投资产品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在授权额度内运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安全性高、风险低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日常经营产

生不良影响。

2、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

率，为公司股东带来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董事会审议的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

构性存款，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财务收益。公司在满

足经营性资金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保本投资理财，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造成

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及依法合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公司全体监事一致认为：公司拟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

币1.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 流动性较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

公司拟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保本

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和

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事项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

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并且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保荐

机构对三祥新材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事项无异议。

2、公司在保障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运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择机投资低

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 同时，公司管理层

已进行了充分的预估和测算，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公司主营业务的正

常开展。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事项

履行了相应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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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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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6年9月19日以电话、短信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16年9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的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纯桥先生主

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高

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公司拟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

适时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募集

资金和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和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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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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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6�

年9月11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6年9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5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5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邵根伙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本次董事人有效表

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黑龙江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立忠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4票，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授权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梁野山二期猪场建设项目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

2016-062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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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继续授权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两项议案由

董事会审议生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黑龙江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该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为陕西正能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正能事业部业务发展需要，陕西正能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正能农牧” ）拟向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4,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该授信贷款由公司承担

连带责任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陕西正能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 2013年4月24日

（3）注册地点：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北区泾诚路东段

（4）法定代表人： 王义辉

（5）注册资本： 5,000万元

（6）公司持股比例：100%

（7）经营范围：饲料及其原料的销售；动物营养保健品的技术开发、农牧业技术开发、农业信息技术

开发与技术服务；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和精料补充料的生产；预混料的生产；农副产品收购；生猪的养殖

（不含种猪）、销售、养殖技术咨询服务。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6年6月30日，正能农牧公司资产总额为7,574.72万元，负债总额为1,

546.71万元，所有者权益为6,028.01万元；2016年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10,891.51万元，净利润为997.8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0.42%。（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总担保金额：4,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3）担保期限：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担保期限为授信额度项下每一期融资的还款到期之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

（二）为北京科牧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

1、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北京科牧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科牧丰” ）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学院路支行申请项目贷款授信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用于生物医药基地建设项目投资，期限为

不超过五年，银行放款后以北京科牧丰部分资产追加抵押，该授信贷款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生物医药基地建设项目投资已于2012年2月2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投资情

况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2-007）。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北京科牧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2年04月23日

（3）注册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0503-034-2号地块

（4）法定代表人：王忠山

（5）注册资本：6,500万元

（6）公司持股比例：100%

（7）经营范围：生产兽药；生物工程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生产兽药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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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6年6月30日， 北京科牧丰资产总额为1,1792.57万元， 负债总额为7,

573.42万元，所有者权益为4,219.15万元；2016年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为-230.01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64.22%（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总担保额：15,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

（3）担保期限：不超过5年；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

二、为黑龙江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黑龙江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大北农” ）拟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哈尔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7,300万元，具体为：6,300万元为项目贷款，用于“黑龙江肇

州年出栏100万头商品猪养殖一体化项目一期年出栏12万头断奶仔猪项目”（以下简称 “肇州一期项

目” ），期限8年（含2年宽限期）；1,000万元为铺底流动资金，期限3年。

本着共同发展的原则，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同意为该授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黑

龙江大北农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

因张立忠先生现任公司董事，也是黑龙江大北农自然人股东、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本次担保属于关

联担保，构成了关联交易，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张

立忠将回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提案的投票权。

（二）被担保人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黑龙江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 2015年10月22日

3、注册地点：哈尔滨市松北区新湾路88号

4、法定代表人：张立忠

5、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6、股东及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49%；哈尔滨正知贸易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21.283%；哈尔滨

正行贸易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19.717%；张立忠持股比例10%。

7、经营范围：食品流通；种畜禽生产经营；销售：饲料；养猪技术咨询服务。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6年6月30日，黑龙江大北农资产总额为17,020.61万元，负债总额为2,

939.81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14,080.80万元；2016年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为-144.20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16.98� %。

9、关联自然人：张立忠先生，东北农业大学农业推广硕士，1999年加入公司，历任哈尔滨大北农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畜牧科技产业高级副总裁、东北区总裁、山东事业部总裁职务，负责

畜牧科技产业东北区、山东区的整体运营事务。 并是黑龙江大北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及自然人股东。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总担保金额：7,3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哈尔滨分行；

3、担保期限：不超过8年；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

三、继续授权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

为了适应当前市场形势，进一步提高融资效率并促进公司产品的销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

的议案》，确定漳州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等子公司为养殖场（户）或经销商等客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额度为不超过52,000万元，，按公司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折算后，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不超过49,816.34

万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授权福建大北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及德阳驰阳饲料

科技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期限于2016年9月8日到期，为配合市场发展的需要，福建大北农水产科

技有限公司及德阳驰阳饲料科技有限公司继续申请为养殖场（户）或经销商等客户提供融资担保，或为

向客户融资采购公司产品提供担保的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其额度合计不超过3,000万元。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本次审议的担保总额度为不超过3,000万元，上述担保的授权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至2017年12

月31日。

（二）被授权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控股比例 授权额度

1 福建大北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32,000 100% 2,000

2 德阳驰阳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2,000 57% 1,000

合计 3,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对象为与公司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养殖场（户）或经销商等客户，或为客户融资采购公

司产品提供担保的其他第三方，公司严格审查、筛选后确定具体的被担保对象、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事

项。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根据每一笔借款的实际发生日期，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约定确定。

3、担保人：参见“被授权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基本情况” 。

4、担保总金额：不超3,000万元。

5、风险防范措施：（1）仅为与公司保持良好业务关系、具有较好信誉和一定实力的养殖场（户）或经

销商在对外融资采购公司产品时向贷款人或向为上述客户融资采购公司产品提供担保的其他第三方提

供担保；（2）要求拟借款的养殖场（户）或经销商向公司提供财产抵押（质押）、股权质押或生物资产质

押等其他反担保措施；（3） 公司严格定期派出业务与财务人员到场检查其生产经营与财务状况；（4）担

保债务的履行期限不得超过1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贷款主要为其经营所需，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同意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

公司针对并严格筛选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养殖场（户）或经销商，为其购买公司的饲料产品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或为向客户融资采购公司产品提供担保的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有助于

发挥产业链的优势，促进公司饲料产品的销售，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 同意本次担保

授权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有利于提高黑龙江大北农资金周转效率，提高其经营和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此次担保

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担保事项。

2、关于授权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授权子公司为客户或为向客户融资采购公司产品提供担保的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事项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对养殖场（户）或经销商等客户的担保有助于发挥公司产业

链的优势，促进公司产品的销售。 以上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可以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为

此，我们同意本次担保授权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1、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经查阅大北农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材料，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符

合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于授权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授权子公司为客户或为向客户融资采购公司产品提供担保的其他第三

方提供担保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并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可，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规

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授权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250,989.34万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

为201,17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按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861,900.55万元计）的

29.1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八、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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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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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

事张立忠先生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7月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043）。

2016年9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金额

2016年1-8月累计发生金

额

黑龙江大北农农牧食品

有限公司及下属分子公

司

向关联方销售猪只、饲料、兽

药、疫苗等产品、商品

≤9000万元 1570.49万元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增加额度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原2016年预计金

额

调整后2016年

预计金额

增加额度

黑龙江大北农农牧

食品有限公司及下

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猪只、

饲料、兽药、疫苗等产

品、商品

≤9000万元 ≤9000万元 __

安徽省三宝饲料有

限责任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预混料 __ ≤90万元 ≤90万元

安徽省三宝饲料有

限责任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饲料 __ ≤6400万元 ≤6400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额度增加主要为本公司之子公司安徽长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猪场（以下简称

“长风农牧” ）预计增加与安徽省三宝饲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三宝” ）之间的交易额度。长风农

牧与安徽三宝关联交易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安徽三宝饲料成本相对较低。一方面安徽三宝距离长风农牧的猪

场相对较近，运输成本低，另一方面安徽三宝生产用电为政府审批的农业用电，电费低于其他饲料厂。

本年年初至2016年8月31日，长风农牧与安徽三宝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4030.75万元。

二、新增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安徽三宝成立于2000年01月20日，注册资本：770万元，法定代表人：周沫，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长丰

县水湖镇环城北路，经营范围：饲料加工、销售；饲料原料及添加剂销售；粮食收购及制品销售；畜禽产品

及深加工产品的加工、销售。

2、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之子公司长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安徽三宝39.74%的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

关联方披露》相关规定，安徽三宝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公司之子公司向其采购饲料及向其销售预混料，

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新增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公司关联交易的价格或收费原则应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

格或收费的标准，同时考虑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对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时，与独立第三方相比，采购成

本下降等因素。目前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交易定价主要以成本加成价及市场价相结合的方法来定价。未来，

当市场环境、市场行情等因素发生较大变化时，双方将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对定价方法作出合理调整，

具体以双方协议约定为准。

2、关联交易具体定价方式如下：

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定价方式

关联销售 安徽三宝 预混料 内部结算价+运费

关联采购 安徽三宝 饲料 生产成本+80元/吨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上述关联方采购饲料，有利于降低公司采购成本，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由于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比重较小，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对其形成依赖，也不会对公司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意见：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采购饲料，系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遵循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会损害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已得到公司董事会同意。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如下意见：

经查阅大北农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材料，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符

合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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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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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梁野山二期猪场建设项目的议案》，该项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就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项目名称：福建梁野山猪场二期建设

2、建设地点：福建武平梁野山

3、建设主体：福建梁野山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4、建设内容：5000头母猪的二元母猪扩繁场

5、建设周期：9个月

6、预期产值：达产后正常年份年产值1.76亿元

7、资金来源：公司出资80%，另一自然人股东邱斌出资20%

8、具体投资总额及构成如下：

交易类别 建设内容

计划投产

时间

投资额（万元）

土地款 基建款 设备 污水处理 流动资金 总投资

梁野山

猪场二

期建设

5000头母

猪的二元

母猪扩繁

场

2017年7

月

400 9,766 6,230 1,154 1,250 18,800

二、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的目的

梁野山一期投产后尚有充裕的土地资源，为充分利用梁野山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及一期已投入的规

模优势，形成一期、二期相互呼应的协同效益。 在福建地区继续探索自建自养自销二元母猪发展模式，为

福建养猪奠定坚实的基础。 合理整合公司区域资源，降低梁野山猪场的运营成本，提升公司区域竞争力。

（二）存在的风险

1、猪群疾病风险：一是生猪在养殖过程中或运输途中发生疾病造成的影响，二是生猪养殖行业暴发

大规模疫病或出现安全事件造成的影响；

2、政策风险：因政府法律、法规、政策、管理体制、规划的变动，税收、利率的变化或行业专项整治，有

可能造成一定影响。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有效释放福建武平、福建漳州科技园的产能，提高产能利用率，增加公司福建市场销量、降低运输成

本。 为公司的自营二元猪场经营探索成功道路，提供先进经验，为养殖户提供优质的二元母猪并进一步增

加养殖户对公司的粘性。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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