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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褚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细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泳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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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658,855.66 499,315,913.40 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196,359.95 63,866,548.67 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9,904,681.26 60,855,285.11 -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3,517,010.94 156,611,161.83 -21.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7 0.124 2.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7 0.124 2.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 3.31%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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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1,855,568.38 2,764,886,665.84 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19,946,250.12 2,151,188,614.36 3.2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0,062.9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226,497.7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07,506.8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40.2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91,476.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6,972.06

合计 5,291,678.6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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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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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煌上煌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56% 197,952,000

新余煌上煌投

资 管 理 中 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93% 66,364,797

褚建庚 境内自然人 5.64% 28,960,000 21,720,000

褚剑 境内自然人 3.22% 16,544,000 12,408,000

褚浚 境内自然人 3.22% 16,544,000 12,408,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平

安匠心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83% 9,385,149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汇添富民

营活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3% 6,806,873

中信证券－建

行－中信证券

股债双赢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3% 4,282,161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八组合

其他 0.61% 3,114,142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汇添富价

值创造定期开

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8% 3,0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197,9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952,000

新余煌上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66,364,797 人民币普通股 66,364,79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匠

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385,149 人民币普通股 9,385,149

褚建庚 7,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4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民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6,806,873 人民币普通股 6,806,873

中信证券－建行－中信证券股债

双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282,161 人民币普通股 4,282,161

褚剑 4,1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36,000

褚浚 4,1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36,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3,114,142 人民币普通股 3,114,14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价值创造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桂芬家族（徐桂芬、褚建庚、褚浚、褚剑），其中徐桂芬与褚建庚系

夫妻关系，徐桂芬与褚浚、褚剑系母子关系，褚建庚与褚浚、褚剑系父子关系，褚浚、褚

剑系兄弟关系。 徐桂芬持有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40%的股权，褚建庚、褚浚、褚剑各持

有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20%的股权。 新余煌上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徐桂芬家族实际控制的企业，其中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9%，徐桂芬持

股1%。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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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预付账款较2019年末增加了10,526.42�万元，增长幅度为251.29%%，主要为公司执

行主要原材料战略储备预付供应商原材料款增加等所致；

2、其他应收款较2019年末增加了834.15�万元，增长幅度为51.13%，主要为公司往来应

收款项以及新开门店保证金等增加所致；

3、应付职工薪酬较2019年末减少了1,076.95万元，下降幅度为55.88%，主要原因是公

司支付上年末预提应付的工资及奖励所致；

4、报告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134.29万元，增长幅度为8.28%，其中肉制品加

工同比增长11.65%，主要为受年初肺炎疫情，春节销售旺季同比下滑5898.19万元（同比下

滑27.12%），2月中旬以来疫情态势缓解，公司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发力，最终在3月初销售

业绩实现逆转并同比增长；另米制品业务同比下降20.78%，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销售额同比

减少1078.23万元；

5、报告期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170.68万元，增长幅度为19.83%，主要为公司

加大市场拓展力度，营销业务单元裂变为19个省区，相关市场投入增加以及公司品牌宣传

费用增加所致；

6、报告期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698.82万元，下降幅度为17.56%，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公司计提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费用同比减少551.45万元；

7、报告期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13.97万元，增长幅度为198.37%，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收益增加所致；

8、报告期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0.26万元，下降幅度为49.60%，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内公司投资理财产品收益减少所致；

9、报告期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92.51万元，增长幅度为416.32%，主要原因是

公司疫情期间捐赠支出和存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10、报告期归母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2.08%，主要原因为公司营业收入受疫情

影响同比增速放缓，而市场拓展力度和费用投入仍不断加大，尤其疫情期间对加盟商在门

店经营帮扶和品牌使用费、物流费用减免、产品退货损失等方面给予了较大的扶持力度；

11、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309.42万元，下降幅度

为21.1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增加主要原材料战略储备采购4,126.32万元所致；

12、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773.66万元，增长幅度

为47.7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投资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13、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578.02万元，增长幅度

为1190.22%，主要原因是公司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4,000 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000 2,0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000 2,0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000 2,000 0

合计 10,000 6,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褚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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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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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

知于2020年4月21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本次

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7人，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公

司《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褚浚先生主持，公司监事肖文英女士、刘春花女

士和李三毛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曾细华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详见2020年4月29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20年4月29日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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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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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

知于2020年4月21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于2020年4月

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全体

监事均亲自出席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肖文英女士主持，总经理褚浚先生，副总经理褚剑先生、副总经理范

旭明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曾细华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

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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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详见2020年4月29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20年4月29日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戴文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才刚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曾勋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420,291,680.63 5,462,669,937.29 -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632,853,064.83 4,567,200,068.28 1.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9,222,812.29 183,885,011.49 30.0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66,429,779.08 1,154,065,504.32 -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2,956,532.22 181,252,518.88 -6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0,565,752.01 179,434,451.26 -6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7 5.82 减少4.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0 0.32 -68.75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0 0.32 -68.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754.9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2,746,393.8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826,134.1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535,234.40

合计 -7,609,219.7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25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聚成投资有限公司 220,147,200 36.17 质押 5,5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长沙汇功投资有限公司 61,992,000 10.1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长沙成广投资有限公司 32,543,280 5.3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长沙富博投资有限公司 27,614,160 4.5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493,751 1.56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977,067 1.47 无 境外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7,432,625 1.2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四二零组合

6,968,782 1.1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新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6,283,571 1.03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瑞丰三年封闭运作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60,701 1.01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湖南聚成投资有限公司 220,14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147,200

长沙汇功投资有限公司 61,9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992,000

长沙成广投资有限公司 32,543,280 人民币普通股 32,543,280

长沙富博投资有限公司 27,614,160 人民币普通股 27,614,16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493,751 人民币普通股 9,493,75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977,067 人民币普通股 8,977,06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7,432,625 人民币普通股 7,432,625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二零组合 6,968,782 人民币普通股 6,968,78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新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83,571 人民币普通股 6,283,57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瑞丰三年

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60,701 人民币普通股 6,160,7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戴文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聚成投资、汇功投资、成广投资和富博

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备注

货币资金 1,385,347,183.42 1,602,486,649.47 -217,139,466.05 -13.55

本期购买结构性

存款3.7亿

交易性金融

资产

370,000,000.00 370,000,000.00

本期购买结构性

存款3.7亿

预付账款 174,504,076.71 98,495,087.83 76,008,988.88 77.17

本期预付供应商

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71,490,002.28 51,130,198.49 20,359,803.79 39.82 其他应收款增加

存货 405,218,518.50 668,530,970.86 -263,312,452.36 -39.39

本期消耗前期库

存

应付账款 193,696,901.41 310,543,887.25 -116,846,985.84 -37.63

本期应付货款减

少

应付职工薪

酬

35,421,072.50 53,502,775.91 -18,081,703.41 -33.80

本期发放2019年

度年终奖

递延收益 21,652,187.74 16,484,124.29 5,168,063.45 31.35

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增加

其他综合收

益

9,016,737.54 6,320,273.21 2,696,464.33 42.66

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备注

销售费用 120,092,109.26 83,862,674.79 36,229,434.47 43.20

主要是运输费与

租赁费增加以及

疫情期间对加盟

商的推广营销补

贴

研发费用 2,742,311.05 933,693.89 1,808,617.16 193.71

主要是研发费用

增加

财务费用 -1,682,005.30 2,188,541.99 -3,870,547.29 -176.86

主要是利息收入

增加

其他收益 2,270,113.53 551,429.13 1,718,684.40 311.68

主要是与日常活

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10,728,602.87 2,145,954.25 8,582,648.62 399.95

主要是向武汉市

慈 善 总 会 捐 赠

1000万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9,222,812.29 183,885,011.49 55,337,800.80 30.09

本期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56,130,449.86 -140,958,458.99 -315,171,990.87 223.59

本期购买结构性

存款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79,250.00 1,039,173,904.38 -1,041,153,154.38 -100.19

上期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戴文军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

2020-022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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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4月

23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戴文军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7人。 公司部

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绝味食品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议案》

《绝味食品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审核意见：本次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主要为公司向参

股企业江苏和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销售猪软骨、牛肉等货物，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与

关联方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开展业务，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

交易价格并签订合同。 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开展业务有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合法权益和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

此项议案需追加至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

2020-023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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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

23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并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张高飞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公司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

2020-024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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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需追加至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符合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表决，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真审阅了《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关注的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同意本次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提交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真审阅了《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关注的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同意本次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提交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

关于本次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需追加至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二、本次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估金额（含税）

销售货物 江苏和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合计 - 10,000.00

三、公司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9、江苏和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如皋市城北街道鹿门社区5组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亚彬

注册资本：1,001.6417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餐饮管理服务；餐饮投资管理服务；厨房设备及用品、洗涤用品、日用百货销

售；会务礼仪服务；调味品【调味料（半固态（酱）调味料）】、粮食加工品【其他粮食加工品

（谷物粉类制成品）】、速冻食品【速冻面米食品（生制品）（熟制品）】【速冻其他食品（速

冻肉制品）（速冻果蔬制品）】生产加工、销售；餐饮服务（面食类、牛肉类、猪肉类、禽肉类、

蔬菜类、汤类、酱料类、饮品加工）；公司内部货物配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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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公司。

四、定价依据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交易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国家定价、国家定价指引下的建议定价、

市场价格、不高于第三方价格的先后顺序确定。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在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经批准后，由公司（及/或本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按照分别与关联方遵照上述相关原则签订的具体合同执行。

六、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目的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 并根据市场公允价格开展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守了自愿平等、诚实可信的市场经济原则，交易没有损害公司

利益和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2、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符合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需要，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

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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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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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5月13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517 绝味食品 2020/5/8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湖南聚成投资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0年4月22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36.17%股份的

股东湖南聚成投资有限公司，在2020年4月23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2020年4月23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湖南聚成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提议绝味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函》， 鉴于公司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为提高

决策效率，现提请公司董事会将《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以临时提

案的方式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一并审议。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0年4月22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5月13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晚报大道267号晚报大厦18楼公司会议室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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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3日

至2020年5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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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19年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

议案

√

8 关于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部分进行确认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部分IPO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

12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1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和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议案 √

14 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15 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2020年4月29日在公司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进行了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7、8、10、11、12、15项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5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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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19年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测的议案

8 关于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部分进行确认的议案

9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部分IPO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12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和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议案

14 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5 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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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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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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