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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七届

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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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出席情况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3日分别

以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召开公司七届董

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书面通知，会议于2019年3月18日如期召开。 在保障所

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下，本次董事会会议采用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董事会

会议材料同时提交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审阅。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

表决的董事共9人，参加表决的董事有：佟毅先生、李北先生、张德国先生、席守俊先生、

乔映宾先生、刘德华先生、何鸣元先生、陈敦先生和卓敏女士，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1、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2018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董事佟毅先生、李北先生、席守俊先生回避表决。

2、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董事佟毅先生、李北先生、席守俊先生回避表决。

3、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粮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等金融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关联董事佟毅先生、李北

先生、席守俊先生回避表决。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 的《中粮生化： 关于增加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中粮生化：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中粮生化：关于公司与中

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等金融业务关联交易公告》。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2、3项议案须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 的 《中粮生化： 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三、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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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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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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生化” 、“公司” ）于2018年

3月23日召开七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于2018年6月14日召开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2018年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于2018年10月12日召开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于2018年11月6日召开公司七

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分别于2018年3月27日、2018年6月15日、2018年10月13日、

2018年11月7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的 《中粮生化：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30）、《中粮生化： 关于增加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8-065）、《中粮生化： 关于增加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8-103）、《中粮生化： 关于增加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8-117）。

（二）关于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说明

1、 公司向COFCO� Bio-chemical� Investment� Co., � Ltd.（以下简称 “生化投

资”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COFCO� Biofuel�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生化

能源” ）、COFCO� Biochemical�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生物化学” ）及桦力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桦力投资” ）100%股权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及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12月19日登记并上市。

2、公司现持有生化投资下属生化能源、生物化学及桦力投资100%股权，因此次重

大资产重组，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范围相应发生变化。为此，公司2018年度新增关

联交易额度约26,831.02万元。

3、2019年3月18日，公司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佟毅先生、李北先生、席守俊先生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该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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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构成借壳。

（二）预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

露日已

发生金

额

上年

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米业（巢湖）有限公司 大米 市场价 3.78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米业（五常）有限公司 大米 市场价 49.77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迎春粮库有限

公司

水稻 市场价 10.22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 豆粕 市场价 42.35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福临门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小包装

油

市场价 20.37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绥化华粮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玉米 市场价 65.31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榆树市鹏宇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玉米 市场价 515.84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榆树五棵树华粮粮食储备库有限

公司

玉米 市场价 473.66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肇东宋站华粮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玉米 市场价 38.66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纺油脂长春有限公司 玉米 市场价 7.35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谷成吉思汗扎兰屯市粮食有限

公司

玉米 市场价 25.56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桦南粮库有限

公司

玉米 市场价 1,731.48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康金粮库有限

公司

玉米 市场价 2,245.00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贸易黑龙江有限公司 玉米 市场价 3,073.21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贸易吉林有限公司 玉米 市场价 80.78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英德市粤北糖业有限公司 红糖 市场价 1.05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进口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坚果 市场价 54.52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 （张家港）有

限公司

菜籽油 市场价 306.53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纺粮油（湛江）工业有限公司 脂肪酸 市场价 38.78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纺粮油（湛江）有限公司 脂肪酸 市场价 63.04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脂肪酸 市场价 153.78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 （张家港）有

限公司

脂肪酸 市场价 348.02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

公司

脂肪酸 市场价 153.78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 脂肪酸 市场价 84.37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 脂肪酸 市场价 38.18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 脂肪酸 市场价 24.09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公司 脂肪酸 市场价 22.92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粮油工业（重庆）有限公司 脂肪酸 市场价 68.03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祥瑞粮油工业（荆门）有限

公司

脂肪酸 市场价 69.50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 脂肪酸 市场价 153.75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小计 9,963.6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绍兴酒有限公司

F42果葡糖

浆

市场价 3.4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湖北友芝友乳业有限责任公

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218.32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江苏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

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150.9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可口可乐辽宁（南）饮料有

限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1,144.6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可口可乐装瓶商管理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1,506.9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蒙牛乳业（当阳）有限责任

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6.6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蒙牛乳业（沈阳）有限责任

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21.8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蒙牛乳制品武汉有限责任公

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280.9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521.1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沈阳蒙牛达能乳制品有限公

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76.53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石家庄君乐宝乐时乳业有限

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7.85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48.0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通辽市蒙牛乳制品有限责任

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118.5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0.4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正阳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7.7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可口可乐供应链 （天

津）有限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3,216.2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可口可乐华北饮料有限

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35.0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可口可乐华中饮料有限

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766.4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可口可乐辽宁 （北）饮

料有限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936.81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可口可乐辽宁 （中）饮

料有限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801.61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 （吉林）

有限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852.63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 （内蒙

古）有限公司

F55果葡糖

浆

市场价 215.6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巢湖）有限公司

L-赖氨酸

硫酸盐

市场价 13.93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江阴福汇纺织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5.85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厦门海嘉面粉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3.3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盐城福汇纺织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0.2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茶生活（北京）茶业有限

公司

白酒 市场价 2.5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北京）农业生态谷发

展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1.3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

公司

白酒 市场价 0.32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

公司

白酒 市场价 0.6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江西）米业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2.03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 （张家

港）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2.27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

河南分公司

白酒 市场价 1.7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白酒 市场价 3.9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司

白酒 市场价 0.15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海优（北京）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66.0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黄海粮油工业 （山东）

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1.62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家佳康（张北）有限公

司

白酒 市场价 1.87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麦芽（大连）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1.15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麦芽（江阴）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0.5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米业（巢湖）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2.9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米业（仙桃）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1.0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米业（盐城）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6.2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面业（海宁）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2.53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面业（漯河）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0.8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

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1.7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面业（泰兴）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2.07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肉食（江苏）有限公司

东台分公司

白酒 市场价 0.3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肉食（天津）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3.0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东台）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2.2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佛山）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0.3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黄石）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1.9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 白酒 市场价 0.3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

衡水分公司

白酒 市场价 0.2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分公司

白酒 市场价 1.5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

临汾分公司

白酒 市场价 0.5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宏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保健食品 市场价 27.43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江西）米业有限公司 稻壳 市场价 55.17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贸易安徽有限公司 稻壳 市场价 45.4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绍兴酒有限公司

低聚异麦

芽糖

市场价 4.9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 （吉林）

有限公司

二氧化碳 市场价 7.31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米业（绥化）有限公司 二氧化碳 市场价 0.55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米业（五常）有限公司 二氧化碳 市场价 1.63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

技有限公司

谷氨酸渣 市场价 9.31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 谷氨酸渣 市场价 16.7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蒙牛乳业（沈阳）有限责任

公司

麦芽糊精 市场价 12.41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内蒙古欧世蒙牛乳制品有限

责任公司

麦芽糊精 市场价 106.6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蒙牛乳业（沈阳）有限责任

公司

麦芽糖浆 市场价 7.9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

临汾分公司

柠檬酸钾 市场价 3.7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

技有限公司

喷浆玉米

皮

市场价 87.13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

喷浆玉米

皮

市场价 98.91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 乳酸 市场价 10.0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万威客食品有限公司 乳酸 市场价 5.4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厦门海嘉面粉有限公司

食用玉米

淀粉

市场价 57.93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沈阳香雪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食用玉米

淀粉

市场价 247.9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

公司

食用玉米

淀粉

市场价 4.2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 （张家

港）有限公司

食用玉米

淀粉

市场价 112.55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面业（海宁）有限公司

食用玉米

淀粉

市场价 70.8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

限公司

食用玉米

淀粉

市场价 65.17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 （张家

港）有限公司

天然维生

素E

市场价 3.7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

天然维生

素E

市场价 3.7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

公司

天然维生

素E

市场价 1.51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

公司

天然维生

素E

市场价 0.3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粮油工业（重庆）有限

公司

天然维生

素E

市场价 9.05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祥瑞粮油工业 （荆门）

有限公司

天然维生

素E

市场价 0.91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

公司

无水柠檬

酸

市场价 1.41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 （张家

港）有限公司

无水柠檬

酸

市场价 2.2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成都）有限公司

一水柠檬

酸

市场价 4.4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佛山）有限公司

一水柠檬

酸

市场价 4.4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荆州）有限公司

一水柠檬

酸

市场价 5.13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

一水柠檬

酸

市场价 16.3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天海粮油工业 （沙湾）

有限公司

一水柠檬

酸

市场价 0.53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巢湖）有限公司 玉米 市场价 122.72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

公司

玉米蛋白

粉

市场价 1,451.8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

技有限公司

玉米蛋白

粉

市场价 6.6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

玉米蛋白

粉

市场价 73.2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 玉米干全

酒精糟（玉

米DDGS）

市场价 80.32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

技有限公司

市场价 17.8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龙岩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玉米胚芽

粕

市场价 9.5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南平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玉米胚芽

粕

市场价 4.55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宁德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玉米胚芽

粕

市场价 4.45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漳州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玉米胚芽

粕

市场价 21.6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

公司

玉米胚芽

粕

市场价 11.9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

公司徐州分公司

玉米胚芽

粕

市场价 8.0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

技有限公司

玉米胚芽

粕

市场价 104.12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巢湖）有限公司

玉米胚芽

粕

市场价 9.4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

玉米胚芽

粕

市场价 321.1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南平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玉米水稻

干全酒糟

（DDGS）

市场价 18.9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宁德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市场价 6.1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漳州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市场价 104.6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 市场价 190.2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小计

14,

757.67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中粮贸易安徽有限公司 糙米加工

市场

价

120.11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

司

研发技术

服务

市场

价

1,

600.00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龙镇国家

粮食储备库

出库装卸

费

市场

价

70.12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新良海运

有限公司

出库装卸

费

市场

价

80.98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中粮贸易黑龙江有限公司

出库装卸

费

市场

价

48.57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小计

1,

919.79

其他 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运行

及服务费

市场

价

72.01

其他 中纺国际服装有限公司

劳保用品

工作服

市场

价

36.40

其他 北京中粮广场发展有限公司 管理费

市场

价

6.93

其他

中粮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公

司

酒

市场

价

3.41

其他 北京中粮广场发展有限公司 租金

市场

价

71.14

其他 小计 189.89

总计

26,

831.02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1.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吕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1,191,992.9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批发预包装食品（有效期至2021年9月4日）、食用农产品；境

外期货业务（品种范围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2018年12月9日）；进出口业务(自营及

代理）；从事对外咨询服务；广告、展览及技术交流业务；酒店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

经营；物业管理、物业代理；自有房屋出租。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57,561,475万元、净资产16,629,

44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4,645,008万元、净利润785,73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我公司集团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

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2.甘肃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兰州市城关区骆驼滩288号

法定代表人：肖伟

注册资本： 5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配制、生产、包装、饮料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33,703万元、净资产6,091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75,026万元、净利润63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甘肃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3.湖北友芝友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1355号海口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向起

注册资本：人民币8,750万元

主营业务：为集团关联企业提供原材料、包装物的购销服务;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及备件的批发兼零售,蔬菜瓜果种植;厂房租赁;乳制品、饮料的生产、加工及批发兼零

售;仓储、乳制品的原辅料检验;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专业技术服务、清洁服务;塑料制

品、纸制品(食品包装)的生产和销售。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37,171.44万元、净资产15,001.2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109,133.05万元、净利润2,247.86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湖北友芝友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

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4.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港内1号

法定代表人：孙志刚

注册资本： 5,506.3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动植物油脂、豆粕、菜籽粕，粮食收购及批发。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340,000万元、净资产120,000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440,000万元、净利润12,000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5.锦州中孚仓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锦州市开发区阜新路

法定代表人：李欣阳

注册资本：人民币3,800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粮食贸易、仓储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41,248万元、净资产2,664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39,214万元、净利润2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锦州中孚仓储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可口可乐辽宁（南）饮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北路235号

法定代表人：杨马腾

注册资本： 72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饮料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60,473.22万元、净资产23,675.04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100,955.6万元、净利润2,380.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可口可乐辽宁（南）饮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

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

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龙岩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龙岩市新罗区东宝路423号

法定代表人：赵清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

主营业务：禽料、猪料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5,519.12万元、净资产1,736.04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27,614.99万元、净利润57.05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龙岩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8.蒙牛乳业(沈阳)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路121-2号

法定代表人：张俊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及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41,423.15万元、净资产21,971.4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83,137.08万元、净利润3,136.59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份的

第一大股东，因此本公司与蒙牛乳业（沈阳）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蒙牛乳业(沈阳)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9.蒙牛乳制品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张柏路203号(10)

法定代表人：康海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主营业务：为集团关联企业提供原材料、包装材料的购销服务;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及备件的销售,蔬菜瓜果种植,厂房租赁,乳制品、饮料的生产、加工及销售;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塑料制品的生产、加工。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42,703.25万元、净资产11,327.48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113,740.86万元、净利润3,721.21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份的

第一大股东，因此本公司与蒙牛乳制品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蒙牛乳制品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0.南平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南平市延平区罗源工业园区南路2号

法定代表人：赵清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主营业务：禽料、猪料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7,972.14万元、净资产3,784.34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21,501.82万元、净利润-361.23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南平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11.内蒙古欧世蒙牛乳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成长大道南

法定代表人：贺满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47,000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乳制品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49,330.55万元、净资产31,301.43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62,525.25万元、净利润2,238.4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份的

第一大股东，因此本公司与内蒙古欧世蒙牛乳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内蒙古欧世蒙牛乳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 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

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12.宁德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赵清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

主营业务：禽料、猪料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4,427.92万元、净资产2,461.05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15,465.2万元、净利润-64.87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宁德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13.钦州大洋粮油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西省钦州市钦州港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勇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16,700万元

主营业务：植物油脂及单一饲料豆粕的的生产、加工和经营及仓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22047万元、净资产32,893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231,881万元、净利润1,550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钦州大洋粮油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4.厦门海嘉面粉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和宁路12号

法定代表人：王震

注册资本：人民币8,995.5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粮油批发、零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30,202.9万元、净资产22,115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79,689万元、净利润2,570.57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厦门海嘉面粉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15.深圳中粮商贸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港一路1号A栋201室

法定代表人：杨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

主营业务：为中粮集团相关企业提供境外期货套保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54,695.6万元、净资产6,751.19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1,861.53万元、净利润1,110.86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深圳中粮商贸服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6.沈阳蒙牛达能乳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路121-2号

法定代表人：王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

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及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6,585.47万元、净资产8,308.05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22,919.31万元、净利润524.47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份的

第一大股东，因此本公司与沈阳蒙牛达能乳制品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沈阳蒙牛达能乳制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7.沈阳香雪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沈阳辉山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辉山大街158号

法定代表人：王震

注册资本：人民币10,610.8449万元

主营业务：面粉、挂面生产与销售、粮食收购，仓储，面制品生产与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47,990.08万元、净资产27,817.38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83,374.96万元、净利润702.73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沈阳香雪面粉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8.绥化华粮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东风路173号

法定代表人：王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2,875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中转，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12,357万元、净资产-4,270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31,364万元、净利润975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绥化华粮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为较大的粮食贸易企业，能够扩大我公司粮食采购

区域、保障原粮供应安全，降低原粮供应短缺风险的发生。 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

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19.通辽市蒙牛乳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内蒙古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大街以北甘旗卡路以西

法定代表人：刘兴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6,250万

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及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25,898.15万元、净资产8,890.39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70,020.72万元、净利润2,13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份的

第一大股东，因此本公司与通辽市蒙牛乳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通辽市蒙牛乳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20.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世纪大道53号

法定代表人：周宇

注册资本： 8,504.09�万美元

主营业务：牲猪屠宰；生产、销售速冻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熏烧烤肉制品、熏煮香

肠、火腿制品、腌腊肉制品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生产、销售饲料、

饲料原料、种猪、商品猪（仅限分公司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散装食品、预包装食品零

售。 （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的期限内方

可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96,191.69万元、净资产51,162.9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99,163.3万元、净利润2,814.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中粮肉食控股有限公司股份的

第一大股东，因此本公司与武汉中粮肉食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1.武平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龙岩武平县岩前工业东区B-09

法定代表人：赵清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主营业务：禽料、猪料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5,220.52万元、净资产2,075.55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11,058.76万元、净利润-194.06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武平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22.榆树华粮粮食中转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工农大街139号

法定代表人：夏鹏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生产资料(化肥、复合肥、复混肥料)批发、零售；中转、物

流组织服务;不分装农作物种子、化肥、农药（危险化学品除外）；农业机械及配件、农

膜批发和零售、农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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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81,980万元、净资产5,819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35,979万元、净利润261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榆树华粮粮食中转库有限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

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23.榆树五棵树华粮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镇五棵树大街

法定代表人：夏鹏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2,325.183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中转、销售；物流组织；人员培训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分

装农作物种子、农药（危险化学品除外）、农用机械、农膜、化肥批发零售、农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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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62,007.65万元、净资产2,922.75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12,578.83万元、净利润597.55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榆树五棵树华粮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 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4.漳州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漳州芗城区石亭镇南山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赵清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主营业务：禽料、猪料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8,324.79万元、净资产3,773.29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18,743.34万元、净利润-509.38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漳州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5.肇东宋站华粮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绥化市肇东市宋站镇一道街

法定代表人：赵大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2,143万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中转，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22,052万元、净资产2,717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3,214万元、净利润1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肇东宋站华粮粮食储备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 经营状况正常，具

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6.中纺粮油（福建）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招商局漳州开发区招商大道129号

法定代表人：傅中水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主营业务：食用植物油（全精炼）的生产、销售，油料及其产品的储运；玉米、稻谷、

大豆、杂粮的收购和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36,744.05万元、净资产-16,147.0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21,942.48万元、净利润1,899.98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纺粮油（福建）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7.中纺粮油（广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泉坝村二组

法定代表人：王云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食用植物油加工、销售；大豆、菜籽、玉米加工、销售；农产品收购、加工、

销售；豆粕、菜籽粕、粮油、化工产品（易燃、易爆、易毒等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28,643万元、净资产6,929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37,102万元、净利润27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纺粮油（广元）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8.中纺粮油（四川）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观音镇文昌村

法定代表人：黎昆

注册资本：人民币5,650万元

主营业务：大豆加工、植物油精炼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29,366.23万元、净资产425.2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138,904.2万元、净利润74.15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纺粮油（四川）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9.中纺粮油（湛江）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湖光路5号

法定代表人：张卫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的研发开发；销售：大豆、

豆粕、皂料；大豆及水产品等生产所需原材料收购等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34,835.83万元、净资产-19,167.1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00,629.16万元、净利润1,934.11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纺粮油（湛江）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0.中纺粮油（湛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湛江市友谊路一号港务局第一作业区内

法定代表人：张卫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17,000万元

主营业务：食用棕榈油（全精炼）植物蛋白、磷脂及磷脂添加剂、大豆及油菜籽的

加工、销售、研发与开发；大豆、水产品的收购；油菜籽、菜粕的批发、进出口业务；油菜

籽、大豆、菜粕、豆粕、豆油的仓储及货运代理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36,503.79万元、净资产3,790.59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221,988.84万元、净利润3,373.1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纺粮油（湛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1.中纺油脂长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榆树市榆西大街南段（华鸿世纪铭城16栋10底商）

法定代表人：黄文颉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原粮、食用油的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74,989.69万元、净资产4,981.97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101,942.21万元、净利润842.3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纺油脂长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合作期间，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该公司为较大的粮食贸易企业，能够保障原

粮供应安全，降低原粮供应短缺风险的发生,在局部区域具备较大合作优势。

32.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桦南粮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桦南镇铁西街

法定代表人：王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2,174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中转，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98,761万元、净资产1,885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35,471万元、净利润1,997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桦南粮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 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

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该公司为较大的粮食贸易企业，能够扩大我公司粮食采购区域、保障原粮供应安

全，降低原粮供应短缺风险的发生。

33.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康金粮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哈尔滨市呼兰区康金镇民主街

法定代表人：赵大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764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中转，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6,326万元、净资产-391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6,790万元、净利润-911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康金粮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 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4.中国华粮物流集团龙镇国家粮食储备库

（1）基本情况

住所：黑龙江省黑河市五大连池市龙镇铁路北四委

法定代表人：王清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1,100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油料收购、收储和中转、仓库及站台租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74,513.05万元、净资产73,225.8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2,013.86万元、净利润1,237.05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龙镇国家粮食储备库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5.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密山粮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鸡西市密山市镇光复街

法定代表人：王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1,021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中转，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52,658万元、净资产3,568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39,568万元、净利润988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密山粮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 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6.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新良海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东城建国门内大街8号，中粮广场A座2层

法定代表人：刘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

主营业务：国际、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国内水路运输船舶代理、

国内货运代理、货运代理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0,812万元、净资产-1,341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9,463万元、净利润887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新良海运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 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7.中国华粮物流集团迎春粮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鸡西市虎林市密山镇

法定代表人：王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9,865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中转，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90,185万元、净资产8,897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34,587万元、净利润2,102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迎春粮库有限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

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38.中宏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孟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主营业务：保健品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8,736.04万元、净资产12,486.2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7,717.1万元、净利润638.55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宏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9.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上宏中路17号

法定代表人：张树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万元

主营业务：预混合饲料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35,247.77万元、净资产7,575.97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81,700.27万元、净利润3,166.13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0.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清凉西路66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8,462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大米、挂面、小麦粉（通用、专用）、饲料（配合饲料、浓缩饲料、

精料补充料）、淀粉糖（异构化糖、葡萄糖、麦芽糖）；生产上述产品的包装材料（不含

印刷品）；粮食收购、粮油批发及饲料原料批发；销售本公司产品，并从事上述产品仓储

业务和相关信息咨询服务（以上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涉及许可

的凭相关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41,000万元、净资产47,148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21,769万元、净利润-232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1.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新沙公园路8号

法定代表人：董巍

注册资本：38,054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精炼木本食用油料。生产和销售大米、食品（各种粕料、动植物园、

植物蛋白、杂粮和饲料等粮油产品及其副产品和深加工产品）深加工产品的包装材料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208,319.67万元、净资产96,321.2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9,166.38万元、净利润-55.53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2.中粮艾地盟粮油工业（菏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东菏泽市开发区长江东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徐新平

注册资本：2,240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和经营油籽、油料、植物油脂、饲料粮油产品及其深加工产

品,生产经营包装材料,提供油籽、油料、动植物油脂的储存、深加工服务以及上述产品

的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53,109万元、净资产27,522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133,711万元、净利润31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艾地盟粮油工业（菏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3.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19层

法定代表人：马王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

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

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

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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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2,033,160.71万元、 净资产340,

791.3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2,116.18万元、净利润19,359.36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 该公司可为

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有融资规模以及合理的利率水平，满足我公司对资金的需求。

44.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征仪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马卫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主营业务：从事饲料及添加剂领域技术开发、技术检测、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饲料、谷物、豆类、薯类；货物进出口。 饲料生产；

兽药经营；粮食收购。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7,010.68万元、净资产3,345.11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8,988.96万元、净利润345.11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5.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

法定代表人：董巍

注册资本：14,500万美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生产加工和经营各种油籽、油料、动植物油脂、植物蛋白、麦

芽和大麦等粮油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753,967.5万元、净资产483,862.4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674,733.01万元、净利润31,749.7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6.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56-34号701室

法定代表人：张旭东

注册资本：分公司无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日用杂品销

售；经贸信息咨询（中介除外）。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9,819.17万元、净资产-2,291.48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78,975.05万元、净利润-119.95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7.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东省日照市岚山港北

法定代表人：董巍

注册资本：8,415.9万美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生产加工和经营各类油籽、油料、植物油脂、蛋白饲料等粮油

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226,978.32万元、净资产87,903.1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507,825.42万元、净利润4,655.5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

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48.扶余市华粮粮食中转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吉林省扶余市道西街

法定代表人：沈鸿淳

注册资本：人民币4,461.785393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批发、货物中转、仓库（危险化学品除外）、自有站台及

场地出租、种子、化肥、农业机械、农资类产品购销业务及农业机械、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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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09,090万元、净资产4,711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41,894万元、净利润24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扶余市华粮粮食中转库有限公司较大的粮食贸易企业，能够扩大我公司粮食采购

区域、保障原粮供应安全，降低原粮供应短缺风险的发生。 同时拥有的散粮车物流价格

较为便宜，利用散粮车发运可减少包装和运输损耗，较普通车皮可降低物流成本，因此

将在局部区域具备较大合作优势。 其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

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49.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渤海40路510号

法定代表人：董巍

注册资本：26,906.839244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和经营各类油籽、油料、动植物油脂、蛋白饲料等粮油和深加

工产品，生产经营各种规格的油脂、饲料和深加工产品的包装材料，提供各类油料、动

物油脂的存储、深加工服务；粮油中转仓储；保健食品的生产及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337,000万元、净资产145,400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523,331万元、净利润3,263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0.中粮可口可乐供应链（天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2

号楼-5,6-201

法定代表人：沈芃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饮料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234,684.94万元、净资产26,401.9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31,193.6万元、净利润21,810.8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可口可乐供应链（天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1.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黑龙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哈尔滨市平房区晨曦路1号

法定代表人：石伟永

注册资本：4,4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饮料生产及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79,395万元、净资产27,689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60,319万元、净利润23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黑龙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2.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吉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浦东路3825号

法定代表人：李宏魁

注册资本：1,8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饮料生产及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38,220.23万元、净资产6,525.36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59,617.58万元、净利润157.81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吉林）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

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3.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重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金渝大道109号

法定代表人：王桂杰

注册资本：7,2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配制、生产、包装、饮料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40,099.41万元、净资产3,973.07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54,497.3万元、净利润-1,061.28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重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

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4.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安徽居巢经济开打趣旗山路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4,390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物饲料、蛋白饲料的开发、生产与销售；菜籽、大豆加工和销售及副产

品的深加工和销售（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25,452.96万元、净资产25,546.7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58,178.67万元、净利润486.9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5.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工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粮大道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4,215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物饲料、蛋白饲料的开发、生产与销售；菜籽、大豆加工和销售及副产

品的深加工和销售（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20,239万元、净资产25,007.88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214,528万元、净利润67.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6.中粮粮油工业（荆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青吉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人民币4,275万美元

主营业务：粮油加工及仓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30,679.83万元、净资产29,510.8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32,262.20万元、净利润702.1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荆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7.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沿江路95号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5,380万美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饲料生产销售;油脂加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42,382万元、净资产36,078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234,937万元、净利润217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8.中粮粮油工业（重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沿江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人民币33,203.4875万元

主营业务：菜籽、大豆、小麦、玉米、稻谷、花生、棉籽、棕榈油、花椒油等农产品加工

及副产品的深加工和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64,861.83万元、净资产-3,526.53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131,278.01万元、净利润6.61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重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59.中粮贸易安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美菱大道394号万通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承保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粮油批发、零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39,538.25万元、净资产6,208.8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54,521.6万元、净利润630.3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贸易安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0.中粮贸易黑龙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哈尔滨市友谊路436号

法定代表人：李颖岩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主营业务：购销：谷物、豆及薯类、农副产品、饲料、种子、化肥；装卸搬运服务；货物

运输代理服务；谷物仓储；农业信息咨询。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60,667.26万元、净资产5,557.81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27,239.27万元、净利润31.98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贸易黑龙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1.中粮贸易吉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南湖大路518号鸿城国际大厦A座24层

法定代表人：管彦秋

注册资本：人民币17,000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食用油收储、经销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314,770万元、净资产11,480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523,172万元、净利润98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贸易吉林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2.中粮贸易吉林有限公司榆树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八号镇大岗村

法定代表人：丛树槐

注册资本：分公司无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粮食收储、经销；化肥、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及非药品易

制毒化学品）、农机、经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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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36,262万元、净资产5,558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56,276万元、净利润733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贸易吉林有限公司榆树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 经营状况正常，

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3.中粮贸易内蒙古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路23号

法定代表人：胡同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购销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28,447.2万元、净资产1,190.07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243,473.87万元、净利润192.22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贸易内蒙古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4.中粮米业（巢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港口大道一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17,275万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采购、生产、加工及销售;粮油及其他农副土特产品的储存、

加工、烘干;各种米制品、杂粮、杂豆制品及预包装食品的批发;饲料的批发;货物与技

术进出口贸易。 (设计许可证及国家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20,000万元、净资产15,000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25,000万元、净利润3,000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米业（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5.中粮米业（绥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黑龙江省绥化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22,735.46万元

主营业务：大米加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66,831.08万元、净资产12,969.79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61,550.33万元、净利润405.56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米业（绥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6.中粮米业（五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黑龙江省五常市中粮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16,764万元

主营业务：大米加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53,069.79万元、净资产5,764.6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79,029.96万元、净利润1,299.8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米业（五常）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7.中粮面业（海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海宁经济开发区施带路33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45,370.41万港币

主营业务：小麦粉（通用、专用）、挂面（普通挂面、花色挂面）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84,521万元、净资产35,460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12,956万元、净利润-168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面业（海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8.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鹏泰路3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 1734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各种等级专用面粉、麸皮及挂面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48,592.91万元、净资产36,712.52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118,539.21万元、净利润1,938.5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

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69.中粮面业（泰兴）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泰兴市经济开发区过泰路8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

注册资本： 5,538.76万港币

主营业务：生产小麦粉/挂面/粮食收购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6,664.2万元、净资产9777.37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40,099.69万元、净利润390.68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面业（泰兴）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70.中粮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2

号楼-5、6-401

法定代表人：李士祎

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万元

主营业务：食品销售；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建筑材料、针纺织品、日用

百货批发兼零售；转口贸易；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经济信息咨询；广告设计；

企业营销策划；网上贸易代理；旅游信息咨询；会议会展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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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68,500万元、净资产10,800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75,000万元、净利润1,800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71.中粮期货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5号中青旅大厦15层、3层310-313室

法定代表人：王庆

注册资本：人民币84,620万

主营业务：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 资产管理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1,101,965.38万元、 净资产299,

997.9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8,785.72万元、净利润12,810.66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

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72.中粮日清（大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旅游路198号

法定代表人：王进

注册资本： 7,754万美元

主营业务：从事研究、开发、加工、生产以植物油料为原料的油脂、粕及深加工的系

列产品；从事自用原料的收购及收购非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出口，向国内外销售产

品；植物油料、植物油、植物粕、植物加工油脂、糖、茶的批发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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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食用油脂制品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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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83,121.85万元、净资产7,777.18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201,151.28万元、净利润3,964.19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日清（大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73.中粮饲料（巢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安徽居巢区经济开发区旗山路

法定代表人：王希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及销售饲料；饲料原辅料购销；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2,322万元、净资产1,007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5,250万元、净利润502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74.中粮饲料（东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苏省东台市东台镇灶南村5组

法定代表人：韩治营

注册资本：人民币6,250万元

主营业务：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制造；粮食收购；粮食销售，饲料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3,642.15万元、净资产6,500.89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5,609.17万元、净利润600.5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东台）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75.中粮饲料（佛山）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工业大道（新境段）3号

法定代表人：池作授

注册资本：人民币2,660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加工饲料及其原料、饲料添加剂；物业管理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8,031万元、净资产2,642.65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39,940.98万元、净利润20.44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佛山）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76.中粮饲料（黄冈）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工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区唐渡四路（中粮大道）

法定代表人：高树冬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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