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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贵州轮胎 股票代码 0005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黔轮胎A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大坤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百花大道41号

电话 0851-84767251

电子信箱 jiang_dk@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220,391,467.30 3,384,099,399.92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2,930,347.34 30,819,100.06 20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2,469,585.89 29,300,141.56 249.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9,908,170.12 975,821,153.61 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9% 0.88% 1.8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0,103,511,733.51 10,481,305,448.33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02,680,066.69 3,403,254,921.11 2.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8,58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贵阳市工商产

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3%

196,444,

902

质押 77,540,000

深圳抱朴容易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抱朴容

易7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3% 4,898,900

刘昌 境内自然人 0.62% 4,779,729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1% 3,979,900

深圳前海卓亿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前海卓

亿稳健1号基

金

其他 0.45% 3,500,000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43% 3,345,876

王枭 境内自然人 0.37% 2,902,786

林美惠 境内自然人 0.32% 2,500,000

殷春秀 境内自然人 0.31% 2,367,100

万沛中 境内自然人 0.29% 2,280,1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了解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刘昌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股4,744,600股，王枭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股2,902,786股，殷春秀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2,

366,1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

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受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轮胎市场消费需求依然平淡，国内供大于

求的矛盾依然突出。但得益于国家“减税降费”等精准调控措施的出台，各轮胎企业迎难而

上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努力奋进，行业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加之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炭黑、

骨架材料等大宗原材料价格相对处于低位，保证了轮胎企业尚有一定的盈利空间。

面对困难，公司坚持年初既定的目标和对策措施不动摇，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在

各个系列拳头产品尤其是卡客车高端无内胎轮胎的带动下， 上半年生产经营较为稳定，尽

管出口受阻，但因调整产品系列结构、销售地区结构措施得当，轮胎业务销售收入较上年同

期大幅增长，毛利率上升。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完成轮胎产量18.07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10.29%；完成轮胎销售

18.62万吨， 较上年同期增长15.54%；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2.02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5.20%；实现净利润9,293.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1.53%。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度，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 24�号-套期保值》（财会[2017]9�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财会 [2017]14�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施行。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73,407,4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73,407,400.0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 告 期 贵 州 轮 胎 进 出 口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投 资 设 立 NORTH� AMERICA�

COMMERCIAL� TIRE� RESOURCE， 贵州前进轮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

ADVANCE� TYRE（VIETNAM）COMPANY� LIMITED。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黄舸舸

二O一九年八月十日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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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大华特 股票代码 0009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智胜 田 波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7703号华特广场 A422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7703号华特广场

A422

电话 0531-85198606 0531-85198601

电子信箱 fzs@sd-wit.com tbo@sd-wit.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11,336,

633.69

796,309,

556.29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821,686.25 81,518,979.33 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87,578,777.54

123,015,

541.89

-2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677,

493.54

260,317,

611.42

-130.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5 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5 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 5.24% 增加0.1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932,903,

405.30

2,899,711,

204.80

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16,187,

058.89

1,597,914,

418.14

1.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88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72

%

48,544,

340

0

质押 0

冻结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4.53%

10,619,

516

0

质押 0

冻结 0

尹俊涛

境内自然

人

2.71%

6,355,

757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中国制造

2025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9%

3,719,

931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精准医疗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7%

3,453,

889

0

质押 0

冻结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合稳健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3%

2,885,

655

0

质押 0

冻结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2%

2,383,

837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医疗保健行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2,293,

901

0

质押 0

冻结 0

中欧基金－兴业银行－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0.93%

2,186,

045

0

质押 0

冻结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其他 0.91%

2,126,

899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

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忧，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上升。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

确立了进一步解放思想、规范经营、稳中求进、创新驱动的总体工作思路。 加强内控建设、加强过程控制、

不断提高经营质量，防范经营风险；资源向一线倾斜，加强市场开拓、努力扩大市场份额，向市场要效益；

加大科研投入，加快创新转型，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11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82.17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89%、8.96%。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作出以下调整：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权益工具投资，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分类调整至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报表列报的项目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对公司有明确意图

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工具，原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分类调

整“交易性金融资产” ，报表列表项目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因公司孙公司山东达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销，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任年峰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

股票代码：

000915

股票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

2019-020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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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2019年7月2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9年8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任年峰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山大华特卧龙学校处置部分固定资

产的议案” ：

同意山大华特卧龙学校对原值为2,483,358.53元，净值为2,020,702.31元的固定资产进行处置。资

产处置产生损失1,928,302.31元。

该固定资产的处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二、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0915

股票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

2019-021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于2019年7月2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召开第九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9年8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波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山大华特卧龙学校处置部分固定资

产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山大华特卧龙学校对部分固定资产进行处置能够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其财务状况

以及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对该次资产处置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以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并发表如下审核

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0915

股票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

2019-022

关于公司子公司

山大华特卧龙学校处置部分固定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资产处置概述

2019年8月8日，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山大华特卧龙学校处置部分固定资产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山大华特卧龙学校（以下简

称“卧龙学校”或“学校” ）处置其部分建筑物并作报废处理。

卧龙学校位于山东省沂南县县城，主要从事初高中阶段的学生教育。 注册资本为8,974.67万元，公

司持有其81.85%的股权，沂南县教育体育局持有18.15%的股权。 截至2019年6月30日，学校总资产2.68

亿元， 总负债5,340.78万元， 所有者权益2.15亿元。 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3亿元， 净利润1,

462.77万元。

卧龙学校早期建设有部分砖瓦平房以及活动板房，用于学生住宿。 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原有的平

房和活动板房须在一定期限内改建成楼房。 为此，卧龙学校须拆除原有活动板房和砖瓦平房，并在原址

建设新的学生宿舍楼等建筑物。 拆除旧房涉及固定资产报废处理，其中：平房数量103间，原值1,444,

948.13元，已计提折旧324,146.64元，净值1,120,801.49元，残值收入为零；活动板房数量103间，原值1,

038,410.40元，已计提折旧138,509.58元，净值899,900.82元，残值收入92,400.00元。 以上两项资产处

置共产生损失1,928,302.31元。

二、资产处置决策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表决同意卧龙学校本次资产处置，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资产处置的影响

该项固定资产处置净损失 192.83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项目，减少了卧龙学校2019年上半年净利润

192.83万元，相应减少了上市公司2019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7.83万元。

四、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卧龙学校对部分固定资产进行处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上述固定资产处置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

卧龙学校对部分固定资产进行处置。

独立董事意见：卧龙学校报废处置部分固定资产符合实际情况，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议批准程序，

固定资产处置符合会计政策规定。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同意该次资产处置。

监事会认为，卧龙学校对部分固定资产进行处置能够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其财务状况以及经营

成果，公司董事会对该次资产处置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圣农发展 股票代码 0022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廖俊杰 曾丽梅

办公地址 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圣农总部办公大楼 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圣农总部办公大楼

电话 0599-7951250 0599-7951250

电子信箱 snljj@sunnercn.com snzlm@sunnerc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554,136,622.14 5,069,938,319.03 2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52,924,078.08 335,006,015.12 39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36,097,145.41 304,295,341.66 437.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44,310,017.06 1,022,998,766.07 99.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336 0.2703 393.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336 0.2703 393.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 5.22% 上升15.0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3,839,448,551.56 14,655,787,307.69 -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17,240,323.67 7,753,945,440.28 4.6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36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55% 564,557,657 质押

75,600,

000

KKR�Poultry�Investment�S.à r.l. 境外法人 14.14% 175,210,390

傅长玉 境内自然人 2.65% 32,813,5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5% 26,687,38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1.45% 17,995,143

#苏晓明 境内自然人 1.12% 13,852,955

光泽县新圣合食品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11,135,073

傅芬芳 境内自然人 0.87% 10,798,94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0.85% 10,57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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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48% 5,991,7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傅光

明先生和公司董事傅芬芳女士分别持有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40.00%和60.00%的股权； 公司董事傅芬芳女士持有光泽县

新圣合食品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5%股权；傅光明先生与傅长玉

女士系配偶关系， 傅芬芳女士系傅光明先生和傅长玉女士之女；

傅光明先生、傅长玉女士及傅芬芳女士三人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除以上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苏晓明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22,000股股份，饶育斌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5,112,839股股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截至报告期末和上年末（或报告期和上年相同期间）公司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56.80% 67.54% -10.74%

资产负债率 41.34% 44.78% -3.44%

速动比率 26.04% 37.16% -11.1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3.47 8.02 192.64%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0.00%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同比变动超过30%的主要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说明：1、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同比增幅192.64%，主要得益于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畜禽水产养殖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9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存在，反观国内国内经济总体平稳发展，但依亦面临新

的风险挑战，经济下行压力未减。

报告期内，白羽肉鸡市场供给持续紧缺，鸡肉刚性需求强劲，在供给与需求双重作用下，行业景气持续攀升。当前，行业

向上发展趋势不改，相关企业效益向好势头强劲。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化内部管理改革，促进效率提升，有效降低各生产成本及管理费用；与此同时，公司大力推进全

员共学习、齐创新，建立、实施关键人才培养项目，为公司培养后备力量。

在公司一体化全产业链盈利优势凸显之际，公司正式宣布已研发4年有余的白羽肉鸡种源培育项目。该项目的实现，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延长产业链、优化养殖技术，并彻底打破我国白羽肉鸡种源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推动未来中国白羽肉鸡

的供需格局的改变。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6.53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393.40%；公司营业收入增长29.27%，

鸡肉均价较上年同期上升明显，鸡肉产品毛利率达30.64%，同比上升了19.62个百分点；肉制品销售比重不断上升，占收入

的比重达到27.31%，较上年上升了2.74个百分点。

1、报告期内，公司养殖模式的具体内容见“公司业务概要-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相关部分。

2、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影响的重大疫病情况，也不存在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情况。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变更内容（1）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二个项目；资产负

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二个项目；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2）利

润表：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列）” ；利润表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信用

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项目。（3）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明确

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

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4）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

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

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

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经第五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

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 （财会〔2019〕6�

号）及解读

2、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 （2019�

修订）（财会〔2019〕9�号） 准则修订后，自 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

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 应根据本准则进行

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

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经第五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

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

则第 12�号 --债务重

组》（2019�修订）（财

会〔2019〕9�号）及解读

3、2019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 的通知》（财会 【2019】8号）（以下简称 “财会【2019】8

号” ），准则修订后，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

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

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

溯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经第五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

发布了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

通知》（财会【2019】8

号）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出资2,000万元投资设立了福建圣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100%，福建圣泽生物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肉鸡育种与研发；原种鸡、祖代种鸡、父母代种鸡、商品代肉鸡的饲养；祖代种鸡、父母代种鸡、

商品代肉鸡的销售；饲料的加工和销售；种肉鸡饲养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指导、示范、技术咨询服务；本企业生产所需的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产品、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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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少数股东股权，持有欧圣农牧100%股权，并决定对欧圣农牧实施吸收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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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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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8月9日下午在福建省光泽县十里

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7

月25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实际参加会议董

事九人，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内容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0日在公司指定信息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团队离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加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年6月10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更名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并根据该审计团队2018年审计工作情况及服务意识、职业操守和履职能力，同意聘任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0日在公司指定信息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公

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19年8月26日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的议题如下：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为：（1） 截至2019年8月2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4）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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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8月9日下午在福建省光泽县十里

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7月25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

送达给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玉勋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监事三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三人。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组织编制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内容、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会计信息更准确、更可靠、更真实，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8年度审计团队离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加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

年6月10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更名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于该审计团队在担任

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期间严格遵循财务审计相关的法律、法规，勤勉尽责地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原则，较好的履

行了双方所约定的责任和义务。 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

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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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

称“财会【2019】6号通知”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和财会【2019】6号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财会【2019】6号通知的相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

合财会【2019】6号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2、会计准则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8号通知” ），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的通知》（财会【2019】9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9号通知” ），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

（二）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新财务报表格式。

2、会计准则修订

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公司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准则。

（三）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已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文件规定。

（四）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会【2019】6号通知、财会【2019】8号通知及财会【2019】9号通知的有关规定。 其余未变更

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会【2019】6号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司主要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

1、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

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2、利润表

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并将“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调整为计算营业利润的加项，损失以“-” 列示，

同时将位置放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之后。

3、现金流量表

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

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

分析填列。

（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变更的主要内容

1、在准则的适用范围方面，将应适用其他准则的交易进行了明确。

2、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

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在货币性资产定义方面，强调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权利。

4、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虽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时，同时换入的多项

资产的，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额的分摊依据，在“换入资产的原账面价值的相对比例”基础上增加“其他合理的比例” 。

5、附注披露内容增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及其原因” 。

（三）《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变更的主要内容

1、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作出让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

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与新金融工具准

则相互呼应。

2、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

原则。

3、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4、信息披露方面删除了对或有应收和或有应付的披露、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及依据。对债权人增加了债务重组导致的

对联营或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增加额及投资比例的披露， 对债务人增加了债务重组导致的股本等所有者权益增加额的

披露。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会计信息更准确、更可靠、更真实，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执行，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

求，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准确、更可靠、更真实，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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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定，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的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8月25日下午15:00至2019年8月26日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8月20日（星期二）。

（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

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本通

知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本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事

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二）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的议案如下：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的要求，本次会议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并披露。

（四）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0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如下：

（一）登记时间：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上午9:00-11:00，下午14:30-17:00。

（二）登记地点：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圣农总部办公大楼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三）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

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除须提交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交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

可证复印件。

3、股东可以信函（信封上须注明“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

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信函或传真须在2019年8月23日17:00之前以专人递送、

邮寄、快递或传真方式送达公司证券部，恕不接受电话登记。

4、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

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5、公司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本通知之附件二。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二）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三）会务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圣农总部办公大楼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354100

联 系 人：廖俊杰、曾丽梅

联系电话：（0599）7951250

联系传真：（0599）7951250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格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99

2.�投票简称：圣农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备注

议案编码

该列画"√"的栏目可

以投票

议案1 《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0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8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8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8月

2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

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格式）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下称“受托人” ）代理本人（或本单位）出席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

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画“√”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弃权 反对

议案1 《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特别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画“√” 为准。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

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

进行投票表决。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参加股东大会投票时，如果需要根据委托人（实际持有人）的委托对同一审议

事项表达不同意见的，应进行分拆投票，并应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如实填写所投票数。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印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19-043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公司2018年度审计团队离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加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

年6月10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更名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审计团队2018年度的审计工作情况及服务意识、职业操守和履职能力，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拟聘任容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二、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企业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854927874

执行事务合伙人：肖厚发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0日

登记机关：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外经贸大厦901-22至901-26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

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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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证券业务资格等方面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我们认为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满足公司2019年度审计工作的质量要求。

公司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

续性，我们同意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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