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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李宝江 因公出差 赵军

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2018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3,802,619.10元， 母公司的净利润

-247,114,403.59元，公司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粮糖业 600737 新疆屯河、中粮屯河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学工 苏坤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区黄河路2号招商银行大

厦20层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区黄河路2号招商银行

大厦20层

电话 0991-6173332 0991-6173332

电子信箱 jiangxg@cofco.com sukun@cofco.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中粮糖业是中粮集团食糖业务专业化公司，主营食糖业务，并有番茄加工业务；经营范围包括国内外

制糖、食糖进口、港口炼糖、国内食糖销售及贸易、食糖仓储物流及番茄加工。

（一）食糖行业

食糖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中粮糖业是我国最大的食糖生产和贸易商之一。目前，公司在

国内外具有完善的产业布局，拥有国内外制糖、进口及港口炼糖、国内食糖销售及贸易、仓储物流的全产

业链运营体系。

中粮糖业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上下功夫， 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提升制糖业务加工能力和水平，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发挥贸易优势，为保障国内食糖供应稳定贡献力量。公司在广西、广东、云南、新疆等优势糖料主产区运营

装备精良、工艺先进的加工厂，不断提高产品品质，满足国内食糖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 公司积极推进农

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投身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三农” ，借助产业优势，全力投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公司积极在海外优势产区布局，澳大利亚Tully糖业年产糖30万吨。 公司

是我国食糖进口的主渠道，在港口炼糖领域，公司在河北唐山曹妃甸有50万吨/年的炼糖能力，在辽宁营

口有100万吨/年的港口炼糖能力。在国内食糖贸易领域，是国内最大的食糖贸易商之一，是利用“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 、服务国内用糖客户、促进国内食糖流通的重要力量。

公司食糖产品包括精制白砂糖、白砂糖、绵白糖、赤砂糖等，主要客户包括亿滋（卡夫）、嘉吉、可口可

乐、蒙牛、玛氏、雀巢、伊利、好丽友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二）番茄行业

中粮糖业旗下的中粮番茄是目前国内最大、世界第二的番茄加工企业，主要从事大包装番茄酱的生

产及出口业务，构建了从种子、种植、初加工、深加工、销售等为一体的番茄制品全产业链运营体系；在中

国最优良的番茄产区新疆、内蒙等地拥有30万亩番茄种植基地和18家番茄公司，在种子研发、种植管理、

加工技术等各个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立足B2B大包装出口商业优势，不断拓展国内番茄制品、保健

品等高附加值业务，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番茄制品，致力于打造成为“全产业链番茄专家” 。

目前公司年产大包装番茄酱约25万吨左右，占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主要出口欧洲、日韩、独联体、

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客户包括亨氏、联合利华、可果美、地扪、味可美、李锦记、海天等国内外知名企

业。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5,555,000,281.22 17,102,447,652.37 -9.05 18,980,730,512.10

营业收入 17,514,899,049.69 19,157,209,815.31 -8.57 13,557,145,51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03,802,619.10 740,090,178.63 -31.93 515,047,85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84,532,803.13 787,838,678.62 -51.19 370,135,29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328,150,579.21 7,180,940,499.40 2.05 6,651,229,79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25,016,629.86 5,355,363,209.88 -54.72 -1,415,467,298.85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2455 0.3607 -31.94 0.2510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2455 0.3607 -31.94 0.251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90 10.70 减少3.80个百分点 8.16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843,224,116.08 5,559,598,528.37 4,206,810,351.31 3,905,266,05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45,040,764.36 164,395,910.07 288,813,038.57 -294,447,09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06,645,383.20 -61,671,905.29 327,160,228.96 -187,600,903.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20,136,723.61 1,768,576,157.47 2,225,620,240.99 -1,249,043,044.9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3,5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5,104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1,057,283,605 51.53 无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77,636,700 3.78 未知

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61,351,969 61,351,969 2.99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198,832 41,198,832 2.01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9,500 15,145,300 0.74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714,564 11,054,364 0.54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8,744,694 8,744,694 0.43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9,500 8,387,066 0.41 未知 未知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

外贸信托－外贸信托·稳富

FOF单一资金信托

7,817,400 7,817,400 0.38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

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9,500 5,775,016 0.28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也不属

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5.15亿元，同比下降8.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4亿

元，同比下降31.93%。 利润下降主要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贸易糖经营量同比下降；自产糖销售量增加，但

销售价格下降幅度远大于成本下降幅度，公司整体盈利水平下降。

本报告期，公司借款同比大幅下降，相应财务费用减少1.43亿元；屯河水泥投资亏损1.71亿元；本年

度公司持续加大提质增效及资产处置力度，产生处置收益1.45亿元。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经2018年10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本公司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会计政策变更导致的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应收票据与应收账款合并为 “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1,119,479,107.38元。

期初：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952,155,320.16元。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期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104,197,020.62元。

期初：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102,490,498.38元。

应收利息、应收股利与其他应收款合

并为“其他应收款”列示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末：其他应收款增加25,442.80元。

期初：其他应收款增加151,594.88元。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固定资产与固定资产清理合并为

“固定资产”列示

无影响

在建工程与工程物资合并为 “在建

工程”列示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末：在建工程增加2,536,875.96元，工程物资减少2,536,875.96元。

期初：在建工程增加2,771,758.18元，工程物资减少2,771,758.18元。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合并为 “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末：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增加1,774,985,215.24元， 应付票据减少871,

008,073.87元，应付账款减少903,977,141.37元。

期初：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增加646,358,911.54元， 应付票据减少21,391,

565.47元，应付账款减少624,967,346.07元。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期末：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增加941,319,289.60元，应付票据减少804,407,

961.88元，应付账款减少136,911,327.72元。

期初：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增加155,102,775.71元， 应付票据减少16,391,

565.47元，应付账款减少138,711,210.24元。

应付利息、应付股利与其他应付款合

并为“其他应付款”列示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末：其他应付款增加21,596,243.21元。

期末：其他应付款增加26,568,593.21元。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期末：其他应付款增加19,343,022.83元。

期末：其他应付款增加23,530,609.99元。

长期应付款与专项应付款合并为

“长期应付款”列示

无影响

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中原计入 “管

理费用” 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为“研发费用”项目

1.合并利润表：

本期：管理费用减少15,059,563.74元，研发费用增加15,059,563.74元。

上期：管理费用减少6,130,163.45元，研发费用增加6,130,163.45元。

2.母公司利润表：

本期：管理费用减少5,725,685.97元，研发费用增加5,725,685.97元。

上期：管理费用减少266,658.14元，研发费用增加266,658.14元。

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

目下增加“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

入”明细项目列报

1.合并利润表：

本期：利息费用增加289,024,441.19元，利息收入增加54,544,933.53元。

上期：利息费用增加432,383,348.33元，利息收入增加39,067,502.02元。

2.母公司利润表：

本期：利息费用增加213,569,958.32元，利息收入增加163,361,586.12元。

上期：利息费用增加374,889,310.51元，利息收入增加314,287,083.85元。

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及股东权益变

动表新增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

转留存收益”项目

无影响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出售了中粮屯河廊坊番茄制品有限公司100%股权、朔州中粮糖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中粮屯河阿克苏果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中粮屯河喀什果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中粮屯河伊犁糖业

有限公司于本期办理清算注销；中粮屯河惠农番茄制品有限公司多年未经营，于本期申请破产清算。上述

6家子公司，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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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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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的通知以电话、电子

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于2019年4月1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的董事8人，出席现场

会议的董事7人，李宝江独立董事因公出差委托赵军独立董事代为出席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夏令和

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合并范围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3,802,619.10元， 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762,990,780.55元。 2018年母公司的净利润-247,114,

403.59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367,363,383.52元。

考虑公司目前经营发展的实际状况，未分配利润先行用于支持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公司中长期发

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及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研究决定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1）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31,905,413.27元。 （2）拟计提坏账准

备9,031,731.12元。（3）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66,326,744.44元。（4）拟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

备45,315,225.06元。 （5）拟对预计甘蔗采购加工亏损及食糖采购亏损拟确认预计负债90,450,249.71

元。

以上项目共拟计提152,579,113.89元的减值准备及拟确认90,450,249.71元预计负债。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继续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内控审计机构。 财

务审计费用150万元，内控审计费用45万元（差旅费由本公司承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2019-008号《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各金融机构申请150亿元融资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年经营计划公司需要将向各金融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中信银行、广发银行、昆仑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民生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新疆银行及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办理融资业务额度为

150亿元；融资项目主要为：流动资金借款、外币融资、固定资产项目借款、委托贷款、银行汇票、信用证、

保函、贸易融资及资金业务等银行各类信贷业务，借款担保方式以公司信用担保。

上述资金将主要用于公司2019年公司生产经营配套资金，甜菜、甘蔗等原料收购、贸易糖资金需求、

农业生产资金及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等事项，融资额度有效期限为一年，公司以销售回款及利润归还本息。

具体事宜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实施，在上述额度内有计划地开展与各金融机构

之间的信贷业务。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有息负债成本，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

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中期票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2019-009号《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注册发行20亿元中期票据

的公告》。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全文及摘要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章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5187.6155万元。 修订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2,138,848,228元。

《公司章程》 第十九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公司总股本205187.6155万股，均为普通股。 修订为：第

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公司总股本2,138,848,228股，均为普通股。

《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不少于三分之一。 修订为：第一

百零八条董事会由10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不少于三分之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2019-010号《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追加确认2018年关联交易额度及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2019-011号《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公告》。

本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陈前政董事、王淑平董事回避表决。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对外捐赠的议案》。

2019年度公司将根据经营实际情况， 提供925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与资源用于精准扶贫及资助学生。

主要用于新疆乌什县、广西隆安县两个定点扶贫点合计600万元、“访惠聚” 驻村工作帮扶资金300万元

及向新疆农业大学发放“中粮奖学金” 25万元。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聘任苏坤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书》。

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报告》。

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报告》。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2019年5月15日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2019-013号《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第一、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七项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简历：苏坤，女，汉族，1989�年 6�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2011年 7月至 2016�年 2月在公司总经

理办公室工作；2016�年 3月至今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2016年9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七十七期

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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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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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以电话、电子

邮件的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 会议于2019年4月1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出席现场

会议的监事4人，侯文荣监事授权李虹钢监事出席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合并范围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3,802,619.10元， 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762,990,780.55元。 2018年母公司的净利润-247,114,

403.59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367,363,383.52元。

考虑公司目前经营发展的实际状况，未分配利润先行用于支持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公司中长期发

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及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实际情况，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没有发

现参与2018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书》。

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书》。

本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第一、二、三、四项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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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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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4�月12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在2018年度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担任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在2018年的审计

工作中，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遵守职业道德，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执行准则，顺利完成了2018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健性，公司董事会决定续聘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财务报告审计费

用15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45万元（差旅费由本公司承担）。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在为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工作中，能够恪守职责，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尽职尽责的完成了各项审计任务。 我们同

意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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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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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有息负债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银行间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规范指引》等有关规定，拟向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中期票据， 本次发行事宜已经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具体内容如下：

1、融资金额：本次拟注册中期票据的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具体发行规模将以公司在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的金额为准。

2、发行期限：不超过3年。

3、发行日期：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公布之日起的二年内，公司将

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定的期限和最高余额范围内一次或者分次发行。

4、发行利率：将参考发行时与发行期限相当的中期票据市场利率，由公司和承销商共同商定。

5、发行价格：本期中期票据面值发行或按面值贴现发行。

6、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7、发行中期票据用途：用于2019年公司投资项目及补充营运资金。

具体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实施，在上述额度内有计划地开展与各金

融机构之间的信贷业务。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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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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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糖业” 或“公司” ）于 2019年4月12日召开了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

本次《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5187.6155万元。

修订为：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38,848,228元。

二、《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公司总股本205187.6155万股，均为普通股。

修订为：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公司总股本2,138,848,228股，均为普通股。

三、《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不少于三分之一。

修订为：

第一百零八条董事会由10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不少于三分之一。

《公司章程》除上述修改外，其余内容保持不变。

上述修订内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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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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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及子公司和以下关联方企业发生交易，主要是向以下关联方购

买原糖及销售白糖等公司产品。

1、公司向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中糖公司” ） 购买原糖及销售白糖。 因中糖

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集团” ）而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2、公司向COFCO� Agri� Limited及子公司（简称“中粮农业” ）购买及销售原糖。 因中粮农业控股

股东和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中粮集团而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3、公司向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简称“华商储备” ）购买原糖及销售白糖。因华

商储备控股股东和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中粮集团而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4、公司向中粮可口可乐饮料（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可口可乐” ）销售白糖

等公司产品。 因中粮可口可乐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中粮集团而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5、公司向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蒙牛公司” ）销售白糖等公司

产品。 因蒙牛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中粮集团而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6、公司向中粮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食品” ）销售白糖等公司产品。因中粮食

品控股股东和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中粮集团而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7、公司向内蒙古中粮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简称“内蒙中粮” ）购买番茄酱，因内蒙中粮和公司控股股

东均为中粮集团而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因与控股股东存在同业竞争，自内蒙中粮2008年成立以来，一

直有公司托管经营。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上述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 独立董事事前确认并发表独立意见。

（二）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年预计金额 2018年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

中糖公司 8.0 6.55

中粮农业 16.0 16.0

内蒙中粮 0.8 0.75

向关联方销售

中糖公司 12 5.78

华商储备 1.2 1.54

中粮可口可乐 3.5 1.58

蒙牛公司 3 5.01

中粮食品 0.6 0.37

（三）以下关联交易需公司董事会追加确认：

单位：亿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金额

1 华商储备 向关联方销售白糖 1.54

2 蒙牛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白糖 5.01

1、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2018年度向华商储备销售白糖预计金额为1.2亿元，实际发生1.54亿

元，本次董事会会议对超出部分0.34亿元进行追加确认。

2、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2018年度向蒙牛公司销售白糖预计金额为3亿元，实际发生5.01亿元，

本次董事会会议对超出部分2.01亿元进行追加确认。

（四）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金额 2018年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

中糖公司 8 6.55

中粮农业 20 16

内蒙中粮 1 0.75

向关联方销售

中糖公司 8 5.79

华商储备 1.5 1.54

中粮可口可乐 2 1.58

蒙牛公司 6 5.01

中粮食品 0.5 0.37

公司预计在2019年度和上述7家关联方企业的交易额超过3000万元， 且超过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5％，故上述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中国糖业酒类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0号

法定代表人：闫恒钧

注册资本:168885.955481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9年4月19日

营业期限：2017年11月10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进出口业务；食品机械、制冷设备的销售、租赁；

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石化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日用百货、家用

电器、文体用品的销售；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承办会议及国内展览、经济信息咨询；自

有房屋的租赁；仓储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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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COFCO� Agri� Ltd.（以下简称“中粮农业” ）

名称：中粮农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200101811W

住所：新加坡滨海景路12号亚洲广场2座28楼-01室

注册资本：417,224,217新加坡元

主营业务：农产品大宗贸易以及对关联企业提供服务

注册时间：2009年7月17日

注册时名称为Noble� Jade� 2� Ltd，2011年7月7日由Noble� Jade� 2� Ltd更名为Nobel� Concorde� 2�

Bermuda� Ltd，后又于2011年9月12日更名为Noble� Agri� Limited。 2014年4月，中粮集团下属企业签

署了收购Nobel� Agri� Limited（以下简称来宝公司）51%股权的协议。 2015年12月，中粮集团下属企业

签署了收购来宝公司49%股权，2016年3月7日，来宝公司变更为COFCO� Agri� Ltd..

3、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A座1501室

法定代表人：周鑫平

注册资金：14764.49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01月21日

营业期限：2017年10月2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五金工具、家用电器、日用杂品、棉、麻、纸张、木材、塑料制品、饲料、包装材料、

食品机械设备、制冷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汽车的销售；家禽、牲畜饲养；货物仓储；进出口业务；食品

机械、制冷设备租赁；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信息咨询。

4、中粮可口可乐饮料（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8号中粮广场A座11层

法定代表人：栾秀菊

注册资本：11000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11月28日

经营范围：（一）在饮料及相关产业进行投资及再投资；（二）受其所投资企业书面委托（经董事一

致通过），提供下列服务：１、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

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未经前置审批许可的除外），并提供售

后服务；２、协助所投资企业招聘人员并提供技术培训、市场开发及咨询服务；３、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同

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４、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三）为本公司

的关联公司提供与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四）承接中可公司和本公司关联公司的

服务外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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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8月18日

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盛乐经济园区

法定代表人：卢敏放

注册资本：150429.087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乳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畜牧饲养；冷冻饮品及食用冰、软饮料的生产、

加工、经营、销售；复配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加工；乳粉制固态成型制品销售、复配食品添加剂销售、饼干、固

体饮料销售乳粉制固态成型制品生产、加工。 固体饮料（包含蛋白饮料类、其他饮料类、固体饮料类）生

产、加工。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应按有关规定办理

申请）。 一般经营项目：蔬菜、瓜果种植；代理所属各地子公司的进出口业务。 总部管理、市场调查、营销

策划、技术服务、租赁管理、商标授权；糖果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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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中粮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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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8

法定代表人：江国金

注册资本：115434.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9月19日

营业期限2009年09月19日至2030年09月18日

经营范围：食品销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业务及其他相关配套业务；企业管理咨询；以特

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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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内蒙古中粮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余天池

注册资金：6666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8月15日

经营期限：2006年8月15日至2036年8月14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番茄酱、番茄制品。

中粮集团持有内蒙中粮100%股权，内蒙中粮自2008年8月28日至今由公司委托管理。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均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稳定，与公司有良好的

合作关系，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的款项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也不存

在履约不能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2019年度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及子公司和上述关联方企业发生交易，主要是向以下

关联方购买原糖及销售白糖等公司产品。

（二）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本公司与

关联企业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本公司向关联方

采购或销售定价政策是参照市场价格定价，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方的资

源优势，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扩大公司销售市场、提高公司销售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有利

于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提高公司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在公司业务发展稳健的情况下，公司

将会持续开展与他们之间公平、互惠的合作。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

成重大依赖。

五、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追加确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前政、王

淑平回避表决该议案。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事前认可,事后发表

了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合理、合法的经营行为，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

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有利于保持双方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取长补

短，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 该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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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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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合并范围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3,802,619.10元， 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762,990,780.55元。 2018年母公司的净利润-247,114,

403.59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367,363,383.52元。

2019�年 4�月 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8�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拟暂不进行利润分配。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及未分配利润用途

考虑公司目前经营发展的实际状况，未分配利润先行用于支持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公司中长期发

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及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公司2018年度未分配利润累积滚存至下一年

度，主要用于：1、补充流动资金；2、为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提供资金保障。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预案考虑到公司目前经营发展的实际状况，未分配利润先行用于支持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及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情形，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公开透明，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将公司2018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目前经营发展的实际状况，未分配利润先

行用于支持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及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

障，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和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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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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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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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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黄河路2号招商银行大厦20楼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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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至2019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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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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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财务预算报告 √

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各金融机构申请150亿元融资额度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19年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

8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10 关于追加确认2018年关联交易额度及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11 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会议的提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2019年4月1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将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9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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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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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37 中粮糖业 20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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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

续；由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

股东授权委托书等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上列1、2项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

4、登记地点：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5、登记时间：2019年5月14日（上午10:00-13:30，下午14:30-18:30）

六、 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2、联系人：徐志萍 苏坤

3、联系电话：0991-6173332

邮箱：xuzp@cofco.com

4、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黄河路2号招商银行大厦20楼

5、邮编：830000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中粮糖业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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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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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财务预算报告

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

财务、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各金融机构申请150亿元融资额度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19年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8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0

关于追加确认2018年关联交易额度及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的议案

11 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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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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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代码：

600737

公司简称：中粮糖业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