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95

■ 2019年2月28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公司因激励对象职务变更、离职及个人业绩考核未达标等原因，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名

单及拟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审核。 经核查，监事会认

为：激励对象因职务变更、离职及个人业绩考核未达标的原因导致其不符合激励条件，不再

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监事会同意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伊利股份本次注销回购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本次注销回购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内蒙

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的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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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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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对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股东因对股东

大会作出的公司

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

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

司债券；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

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

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

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一） 项至第

（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拥有主动回购权。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

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

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

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

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用于收购的资

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1年内

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后

实施；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经公司董事会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后实施。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

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

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

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法行使下列职

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

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

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作出决议；

（十）修改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

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

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法行使下列职

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

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

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作出决议；

（十）修改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

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

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

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

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

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

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

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

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

他职权。

股东大会可以制定公司长期激励制度， 其具体实施方

案或办法应当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制定的长期激励制度

制定并由董事会通过后实施。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

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

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

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

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

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

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审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

（五）项、第（六）项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

他职权。

股东大会可以制定公司长期激励制度， 其具体实施方

案或办法应当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制定的长期激励制度

制定并由董事会通过后实施。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2人因职务变更、3人因

离职及5人因个人业绩考核未达标的原因，不再具备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资格，拟回购注销

其持有的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68,750股。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

数将由原6,078,127,608股变更为6,077,858,858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原6,078,127,

608.00元变更为6,077,858,858.00元，同时拟对《公司章程》如下条款进行修改：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陆拾亿柒仟捌佰壹拾贰万

柒仟陆佰零捌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陆拾亿柒仟柒佰捌拾伍万捌

仟捌佰伍拾捌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078,127,608股， 均为普通

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077,858,858股，均为普通股。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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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在境外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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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Yili� Holding� Investment� Limited(以最终注册公司名称为准)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为Yili� Holding� Investment� Limited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不超过10亿美元（或等

额离岸人民币或其他外币）的债务融资工具全部本金、利息及交易文件项下规定的其他相

关费用，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行情况为准。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金额：876.27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公

司拟通过在境外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以其为发行人在中国境外发行不超过10亿美元（或

等额离岸人民币或其他外币）的债务融资工具。 公司拟为本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无条

件及不可撤销的跨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在境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Yili� Holding� Investment� Limited(以最终注册公司名称为准)

2、注册资本：100美元（拟定）

3、注册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

4、被担保对象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事项主要内容

1、担保额度及范围：不超过10亿美元（或等额离岸人民币或其他外币）的债务融资工

具全部本金、利息及交易文件项下规定的其他相关费用，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行情况为

准。

2、担保期限：不超过5年（含5年），具体担保期限以实际发行期限为准。

3、担保方式：信用保证。

四、授权事项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总裁在上述担保额度及范围内组织实

施并签署合同及授权文件以及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调整。

上述授权事项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有效。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为满足公司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同意公司为本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无条件

及不可撤销的跨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为满足公司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公司拟通过在境外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以其为

发行人在中国境外发行不超过10亿美元 （或等额离岸人民币或其他外币） 的债务融资工

具。 公司拟为本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跨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

次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2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00,977.66万元（不含本次

担保金额）， 其中下属担保公司内蒙古惠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提

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为93,677.66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62%。 下属担保公司内蒙古

惠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外担保逾期金额为876.27万元。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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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内蒙古伊利公益基金会捐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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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内蒙古伊利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拟于2020年度至2022年度，以自有资金捐赠的方式，每年

以不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0.1%向内蒙古伊利公益基金会 （简称 “公益基金

会” ）进行捐赠，连续捐赠三年，累计捐赠金额不超过3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国家精

准扶贫、奥运、儿童健康、教育、医疗及养老等活动。

●本次公司向内蒙古伊利公益基金会捐赠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由非关联董事表决

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益基金会为公司于2016年作为发起人之一设立的以扶贫济困， 积极开展公益事业，

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推动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的非公募基金会。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拟于2020年度至

2022年度，以自有资金捐赠的方式，每年以不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0.1%向公

益基金会进行捐赠，连续捐赠三年，累计捐赠金额不超过3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国家

精准扶贫、奥运、儿童健康、教育、医疗及养老等活动。

根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向公益基金会捐赠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

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向内

蒙古伊利公益基金会捐赠的议案》，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潘刚、刘春海、赵成

霞、胡利平、肖斌回避了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董事

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召开、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以及独立董事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履行了法定程序。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拟于2020年度至

2022年度，以自有资金捐赠的方式，每年以不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0.1%向公

益基金会进行捐赠，连续捐赠三年，累计捐赠金额不超过3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国家

精准扶贫、奥运、儿童健康、教育、医疗及养老等活动。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该议案。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内蒙古伊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四位高

级管理人员：潘刚、刘春海、赵成霞、胡利平。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内蒙古伊利公益基金会基本情况如下：

1、基金会名称：内蒙古伊利公益基金会

2、基金会性质：非公募基金会

3、设立批准机关：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4、设立时间：2016年3月

5、设立宗旨：扶贫济困，积极开展公益事业，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推动构建和谐社会。

6、业务范围：

接受管理使用捐赠资金；灾害救助；开展扶贫助残、助学、教育、医疗、环保、公益培训论

坛和公益传播等活动。

7、原始基金数额及来源：

原始基金数额：贰佰万元整，由各发起人共同捐赠。

8、法定代表人：王晓刚

9、基金会的住所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园南路39号银都大厦B座712室

10、基金会2018年度主要资助项目

捐赠日期 捐赠金额 捐增对象

2018年1月 20万元

捐赠给清华大学， 用于清华大学举办 “清华大学工商管理案例大

赛” 。

2018年5月 2万美元

捐赠给全球契约基金会， 用于提供与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其他成员

联络交流的途径等。

2018年7月 5万元

捐赠给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商学院， 用于支持第三届中国商学院可

持续管理教育圆桌论坛及今后西交利物浦国际商学院开展PRME和

oikos的相关资讯工作。

2018年11月 400万元

捐赠给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用于“‘伊利方舟’ 儿童安全生态

校建设” 公益项目。

2018年12月 200万元

捐赠给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 用于 “未来公园-用科技连接世界儿

童”科普公益项目。

2018年12月 360万元

捐赠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用于合作开展先心病筛查和救助系列公

益活动。

备注：2018年1月之前资助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内蒙古伊利公益基金会捐赠的关联交易公

告》。

11、基金会2018年度收支金额和对象

（1）收入情况

日期 收入 对象 备注

2018年4月 5000万元 捐赠收入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2018年 778.89万元 租赁收入 租赁办公楼及停车位

2018年 172.71万元 投资收益 理财收益

2018年 2.5万元 利息收入 银行利息收入

（2）支出情况

日期 支出 对象 备注

2018年1月 20万元 捐赠支出

捐赠给清华大学，用于清华大学举办“清华大学工商管理案

例大赛” 。

2018年5月 2万美元 捐赠支出

捐赠给全球契约基金会，用于提供与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其

他成员联络交流的途经等。

2018年7月 5万元 捐赠支出

捐赠给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商学院，用于支持第三届中国商

学院可持续管理教育圆桌论坛及今后西交利物浦国际商学

院开展PRME和oikos的相关资讯工作。

2018年11月 400万元 捐赠支出

捐赠给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用于“‘伊利方舟’ 儿童安

全生态校建设” 公益项目。

2018年12月 200万元 捐赠支出

捐赠给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用于“未来公园-用科技连接世

界儿童”科普公益项目。

2018年12月 360万元 捐赠支出

捐赠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用于合作开展先心病筛查和救助

系列公益活动。

四、捐赠安排

本次捐赠经过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后，由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与公益基金会签订捐赠

协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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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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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3月2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3月21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四路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3月21日

至2019年3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公司2019年度经营方针与投资计划》 √

5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与2019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6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 《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8 《公司关于授权下属担保公司2019年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公司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1 《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12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在境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担保的议案》 √

13

《公司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及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2019年2月2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2月2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9、10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8、9、10、11、12、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87 伊利股份 2019/3/1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符合出席会议要求的股东， 于2019年3月14日、3月15日持有关证明到呼和浩特市金川

开发区金四路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办理登记手续， 并于会议开始前一个小时到大会秘书处

领取会议出席证。

（一）个人（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并提

供以上证件、材料的复印件；个人（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应出示委托

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身份证并提供以上证件、材料的复印件。

（二）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并提供以上证件、材料的复印件；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委托

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应出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

受托人身份证并提供以上证件、材料的复印件。

（三）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

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

公司的股东名册。 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股票的投票权，可由受托证券公司在

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的名义为投资者行使。 有关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的投资者如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受托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出

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受托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有关股东账户卡复

印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股东可按以上要求以信函、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登记时间以送达公司的时间为

准，信函、传真中必须注明股东住所详细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者交通费、住宿费等自理；

（二）联系人：赵洁、赖春玲

电话：（0471）3350092

传真：（0471）3601621

邮编：010110

（三）公司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金山开发区金山大街1号；

（四）其他事项：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若有变更将按规定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授权委托书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3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公司2019年度经营方针与投资计划》

5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与2019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6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8 《公司关于授权下属担保公司2019年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公司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1 《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2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在境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担保的议案》

13

《公司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及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2019年3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887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20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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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 ） 及下属公司自2018年7月1日至

2018年12月31日，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674,285,757.96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序号 补助项目 获得补助的单位名称

收到的政府

补助金额

其中：计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助

其中：冲减相关资

产账面价值与计

入递延收益的政

府补助

1 乳制品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 3,000,000.00

2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济南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4,980,000.00 4,980,000.00

3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济南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35,000,000.00 35,000,000.00

4 工业、信息化发展扶持资金

定州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73,600.00 273,600.00

5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杜尔伯特伊利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

105,185.44 105,185.44

6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37,484.00 37,484.00

7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金海伊利乳业

有限责任公司

682,965.00 682,965.00

8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乳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68,888.00 68,888.00

9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42,600.00 42,600.00

10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5,000.00

11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312,200.00 312,200.00

12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天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62,500.00 62,500.00

13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9,791.00 29,791.00

14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天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41,500.00 41,500.00

15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惠商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173,294.00 173,294.00

16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70,326.08 270,326.08

17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金海伊利乳业

有限责任公司

635,580.00 635,580.00

18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乳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48,652.00 48,652.00

19 税费返还

浙江伊利乳业有限公

司

180,446.12 180,446.12

20 其他

兰州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 1,000.00

21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73,597.55 173,597.55

22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杜尔伯特伊利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

9,300.00 9,300.00

23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

限公司

101,909.00 101,909.00

24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廊坊伊利乳品有限公

司

212,805.90 212,805.90

25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500.00 1,500.00

26 贷款利息补贴

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4,500,000.00 4,500,000.00

27 贷款利息补贴

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500,000.00 1,500,000.00

28 质量提升与技术改造项目

天津伊利康业冷冻食

品有限公司

100,800.00 100,800.00

29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42,600.00 42,600.00

30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3,616,939.00 63,616,939.00

31 税费返还

浙江伊利乳业有限公

司

888,560.84 888,560.84

32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广东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41,917.74 241,917.74

33

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获

得的现金奖励

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

限公司

2,000.00 2,000.00

34

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

资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93,300.00 193,300.00

35 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

限公司

309,800.00 309,800.00

36 乳制品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3,200,000.00 3,200,000.00

37 节能、环保项目资金

定州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200,000.00 1,200,000.00

38

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获

得的现金奖励

廊坊伊利乳品有限公

司

200,000.00 200,000.00

39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伊利苏州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733.58 733.58

40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咸阳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41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潍坊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6,836,000.00 6,836,000.00

42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锡林浩特伊利乳品有

限责任公司

96,600.00 96,600.00

43 其他

天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5,000.00 15,000.00

44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 1,000.00

45 商标专利补贴

天津伊利乳品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0 100,000.00

46 节能、环保项目资金

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

限公司

72,000.00 72,000.00

47 节能、环保项目资金

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

限公司

228,800.00 228,800.00

48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济南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34,570,000.00 34,570,000.00

49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7,094.00 27,094.00

50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4,019,354.43 4,019,354.43

51 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利质美（上海）投资

有限公司

458,000.00 458,000.00

52 其他

兰州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000.00 2,000.00

53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89,799.15 289,799.15

54 示范旅游基地奖励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0 170,000.00

55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惠商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2,461.00 2,461.00

56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乳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42,593.00 42,593.00

57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金海伊利乳业

有限责任公司

294,395.00 294,395.00

58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41,785,111.00 41,785,111.00

59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杜尔伯特伊利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60 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5,159,202.24 5,159,202.24

61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68,236.70 168,236.70

62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阜新伊利乳品有限责

任公司

603,000.00 603,000.00

63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547,941.26 547,941.26

64 乳业技术专项科研资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 75,000.00

65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伊利苏州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23,285.63 223,285.63

66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916,304.65 916,304.65

67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18,498.61 118,498.61

68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84,333.00 84,333.00

69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

限公司

1,620,000.00 1,620,000.00

70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5,160,000.00 15,160,000.00

71

技术改造与转型升级专项资

金

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3,000,000.00 3,000,000.00

72 其他

广东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3,000.00 3,000.00

73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潍坊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85,092.00 185,092.00

74

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

资金

合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4,000,000.00 4,000,000.00

75

乳制品生产自动化技术改造

项目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 1,500,000.00

76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河南伊利乳业有限公

司

50,000.00 50,000.00

77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76,074.22 76,074.22

78 消防改造项目专项资金

长春伊利冷冻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79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2,588,059.00 12,588,059.00

80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盛泰投资有限

公司

1,158.00 1,158.00

81

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

资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82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济源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096,900.00 2,096,900.00

83 节能、环保项目资金

阜新伊利乳品有限责

任公司

400,000.00 400,000.00

84

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获

得的现金奖励

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

限公司

1,800.00 1,800.00

85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梅州伊利冷冻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93,845.66 93,845.66

86

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获

得的现金奖励

云南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0 100,000.00

87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湖北黄冈伊利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

329,297.00 329,297.00

88 其他

浙江伊利乳业有限公

司

30,000.00 30,000.00

89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71,510.33 71,510.33

90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1,047.00 21,047.00

91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济源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92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天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36,250.00 36,250.00

93 智能制造新模式示范项目

阜新伊利乳品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0.00 10,000,000.00

94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廊坊伊利乳品有限公

司

87,475.93 87,475.93

95

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获

得的现金奖励

西安伊利泰普克饮品

有限公司

16,000.00 16,000.00

96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天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8,740,000.00 8,740,000.00

97

乳制品生产自动化技术改造

项目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 1,500,000.00

98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浙江伊利乳业有限公

司

3,390,300.00 3,390,300.00

99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济源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3,000,000.00 3,000,000.00

100 燃气锅炉改造项目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 250,000.00

101 其他

浙江伊利乳业有限公

司

30,000.00 30,000.00

102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8,535,361.00 18,535,361.00

103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乳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69,511.00 69,511.00

104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济源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105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赤峰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91,500.00 91,500.00

106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湖北黄冈伊利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

76,276.90 76,276.90

107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42,600.00 42,600.00

108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8,000.00

109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0 45,000.00

110 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定州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370,000.00 370,000.00

111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伊利苏州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748.14 748.14

112 乳制品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西安伊利泰普克饮品

有限公司

50,000.00 50,000.00

113 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西安伊利泰普克饮品

有限公司

449,000.00 449,000.00

114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6,851.11 66,851.11

115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潍坊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5,882,000.00 5,882,000.00

116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合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583,061.00 583,061.00

117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湖北黄冈伊利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

401,163.44 401,163.44

118 其他

云南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400.00 2,400.00

119 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成都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140,300.00 2,140,300.00

120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42,710.21 42,710.21

121 物资储备补助

天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0 100,000.00

122 乳业技术专项科研资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0 70,000.00

123 工业、信息化发展扶持资金

广东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683,900.00 683,900.00

124 工业、信息化发展扶持资金

包头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3,880,000.00 3,880,000.00

125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35,061.23 35,061.23

126 安全生产、食品安全资金

天津伊利乳品有限责

任公司

1,700,000.00 1,700,000.00

127 工业、信息化发展扶持资金

云南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760,000.00 1,760,000.00

128 其他

云南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 10,000.00

129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54,928.60 154,928.60

130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500.00 1,500.00

131 其他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30,000.00 30,000.00

132

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

资金

兰州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 10,000.00

133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云南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420,000.00 2,420,000.00

134

技术改造与转型升级专项资

金

合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0.00 10,000,000.00

135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齐齐哈尔伊利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

42,382.65 42,382.65

136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乳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53,231.00 53,231.00

137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41,733.00 141,733.00

138 工业、信息化发展扶持资金

合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14,141.36 214,141.36

139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

限公司

520,860.26 520,860.26

140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成都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600.00 600.00

141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济源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59,500.00 159,500.00

142 工业、信息化发展扶持资金

齐齐哈尔伊利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

12,000,000.00 12,000,000.00

143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 2,400.00

144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广东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7,038,974.63 17,038,974.63

145 工业、信息化发展扶持资金

云南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30,000.00 230,000.00

146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廊坊伊利乳品有限公

司

71,164.46 71,164.46

147 污水治理升级改造项目

浙江伊利乳业有限公

司

64,300.00 64,300.00

148 节能、环保项目资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000.00

149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济源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4,000,000.00 4,000,000.00

150 其他

天津伊利乳品有限责

任公司

15,000.00 15,000.00

151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惠商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1,744.00 1,744.00

152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47,150.00 47,150.00

153 其他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3,000.00 3,000.00

154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济源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4,413,000.00 4,413,000.00

155 税费返还

浙江伊利乳业有限公

司

54,133.84 54,133.84

156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乳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43,844.00 43,844.00

157 节能、环保项目资金

伊利苏州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4,000.00 24,000.00

158

乳制品生产自动化技术改造

项目

合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6,000,000.00 6,000,000.00

159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33,100.00 233,100.00

160

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获

得的现金奖励

合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80,000.00 80,000.00

161 工业、信息化发展扶持资金

合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408,713.00 1,408,713.00

162 其他

济南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 10,000.00

163 其他

天津伊利乳品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0 5,000.00

164

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

资金

兰州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0,000.00 20,000.00

165

乳制品生产自动化技术改造

项目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 3,000,000.00

166 节能、环保项目资金

伊利苏州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167 贷款利息补贴

杜尔伯特伊利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

5,520,000.00 5,520,000.00

168 其他

潍坊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030.00 2,030.00

169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多伦县伊利乳业有限

责任公司

198,000.00 198,000.00

170 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张北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7,980,000.00 7,980,000.00

171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林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24,572.00 124,572.00

172

乳制品生产自动化技术改造

项目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920,000.00 2,920,000.00

173 贷款利息补贴

林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610,000.00 2,610,000.00

174 工业、信息化发展扶持资金

廊坊伊利乳品有限公

司

2,100,000.00 2,100,000.00

175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辽宁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84,835.00 284,835.00

176 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包头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650,000.00 650,000.00

177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7,000.00 7,000.00

178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乌鲁木齐伊利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202,602.00 202,602.00

179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惠商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231,207.00 231,207.00

180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盛泰投资有限

公司

9,019.00 9,019.00

181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张北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1,000.00 11,000.00

182

技术改造与转型升级专项资

金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270,000.00 270,000.00

183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滦州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6,250,000.00 6,250,000.00

184 其他

浙江伊利乳业有限公

司

6,500.00 6,500.00

185

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

资金

兰州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186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成都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600.00 600.00

187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357.07 357.07

188 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30,000.00 30,000.00

189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15,442,100.00 15,442,100.00

190

技术改造与转型升级专项资

金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500,600.00 500,600.00

191 其他

天津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0 5,000.00

192 燃气锅炉改造项目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 250,000.00

193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22,136,876.00 122,136,876.00

194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乳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71,389.00 71,389.00

195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金德瑞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84,596.00 184,596.00

196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金德瑞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251,189.00 251,189.00

197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64,298.00 164,298.00

198 其他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

3,000.00 3,000.00

199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惠商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4,835.00 4,835.00

200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盛泰投资有限

公司

50,038.00 50,038.00

201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杜尔伯特金山乳品有

限责任公司

12,511.00 12,511.00

202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黑龙江伊利乳业有限

责任公司

54,386.00 54,386.00

203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杜尔伯特伊利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

98,598.00 98,598.00

204 工业、信息化发展扶持资金

梅州伊利冷冻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205 工业、信息化发展扶持资金

梅州伊利冷冻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2,411,900.00 2,411,900.00

206 见习、就业、稳岗、培训补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324,038.00 324,038.00

207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惠商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33,180.00 33,180.00

208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内蒙古盛泰投资有限

公司

439,063.00 439,063.00

合计 674,285,757.96 437,810,557.96 236,475,200.0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政府补助均已到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及会计政策

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上述补助的取得对公司2018年度利润产生一定

积极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接B09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