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35

■ 2020年7月15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20-059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终止参与暨注销产业并购基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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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16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设立产业

并购基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109）。 为协助推进公司医药大健康产业为发展核心的总

体战略，为公司获得潜在的医药健康产业、医疗产业等健康板块相关领域的优质企业并购机会争取

先机，降低公司因直接介入产业并购整合可能面临的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姜伟先生用自有资金20,

000万元以有限合伙人方式与重庆生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产业并购投资基金宁波巨灵翔

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并购基金” ）。

经产业并购基金召开合伙人会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注销产业并购基金，并于2020年7月13

日收到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注销宁波巨灵翔锐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情况如下：

一、产业并购基金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巨灵翔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重庆生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期限：2017年11月13日至2027年11月12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待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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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规模：20,200万元

认缴出资情况：

序号

合伙人

名称

出资

方式

合伙人

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1

重庆生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货币 普通合伙人 200 0.99% 10

2 姜伟 货币 有限合伙人 20,000 99.01% 100

合计 ——— ——— ——— 20,200 100% 110

二、注销的原因

产业并购基金原拟投资医药健康产业、医疗产业等健康板块相关领域，由于后续筹备过程中，

受宏观形势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影响，未实际运作，综合合伙人实际情况，为合理有效利用资金、优化

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等因素，全体合伙人决定注销产业并购基金。

三、注销产业并购基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姜伟先生已从产业并购基金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分配中全额收回已缴出资， 本次

注销产业并购基金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尤其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肉食 公告编号：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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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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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213.91%—224.37�%

盈利：9,556.92万元

盈利：30,000.00万元-31,000.0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半年度，公司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有：受国内生猪价格高位运行和新冠疫情等影响，公司养殖、冷冻

肉和熟食等业务盈利能力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20年半年度业绩具体的财务数据将在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肉食 公告编号：

2020-075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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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2020年6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烟台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大

养殖” ）从事生猪养殖业务。

龙大养殖2020年6月份销售生猪2.31万头，环比减少16.61%，同比增加3.59%。2020年6月公司生猪销售数

量环比减少主要原因：受近来国内猪价持续上涨影响，公司主动调整生猪养殖生产和出栏计划。

龙大养殖2020年6月份实现销售收入0.78亿元，环比减少13.33%，同比增加105.26%。2020年6月公司生猪

销售收入同比增加主要原因：销售价格同比增长126.34%（含仔猪）。

2020年6月份，龙大养殖生猪销售均价为36.01元/公斤（含仔猪），比2020年5月份上涨8.43%。

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

投资者参考。

月份

生猪销量（万头） 收入（亿元） 生猪价格（元/公斤）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当月

2020年1月 1.15 1.15 0.50 0.50 34.67

2020年2月 1.51 2.66 0.67 1.17 35.53

2020年3月 1.24 3.90 0.56 1.73 34.89

2020年4月 1.95 5.85 0.80 2.53 31.95

2020年5月 2.77 8.62 0.90 3.43 33.21

2020年6月 2.31 10.93 0.78 4.21 36.01

二、风险提示

1、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生猪养殖、生猪屠宰和肉制品加工，上述销售情况只代表公司生猪养殖板块中活

体销售情况，生猪屠宰、肉制品加工等其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不包括在内，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未来生猪

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仍然可能造成公司的业绩下滑。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生猪市场的价格变动风险覆盖整个生猪生产行业，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且不可

控制的外部风险。

三、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91

转债代码

:113029

转债简称

:

明阳转债

转股代码

:191029

转股简称

:

明阳转股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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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7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明阳工业园，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

司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44,205,0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16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张传卫先生因公务出差无法主持本次

会议，由副董事长沈忠民先生代为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现场出席2人，通讯出席3人；董事长张传卫先生、董事王金发先生、张启应先生、

毛端懿女士、郭智勇先生因公务未出席；独立董事王玉女士因公务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通讯出席1人；监事郑伟力先生、翟拥军先生因公务未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建军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战略官沈忠民先生出席了本

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3,961,870 99.9711 243,200 0.028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

董事的议案

226,844,679 99.8929 243,200 0.107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审议议案无特别决议事项。

2、 本次审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1。

3、 上述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黎小芹、吴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

688333

证券简称：铂力特 公告编号：

2020-023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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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5,385,75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2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7月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铂力特增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70号），西安铂力特

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铂力特” ）获准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20,000,000股，并于2019年7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80,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7,959,438股，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2,040,562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1,040,562股限售股于

2020年1月22日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股东9名，分别为西安西

北工业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工大资产管理公司” ）、西安高新技术产

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高投” ）、雷开贵、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岛金石” ）、海宁国安精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宁

国安” ）、黄芃、杭州沁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沁朴” ）、北

京云鼎天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云鼎” ）、三峡金石（武汉）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三峡金石”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5,

385,751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1.73%，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

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0年7月22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事项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

关股东承诺具体如下：

1.公司股东西工大资产管理公司、西高投、青岛金石、三峡金石、海宁国安、北京云鼎、

杭州沁朴以及自然人黄芃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次发行前本公司/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本承诺函出具后，若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其他监管

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该等规定时，本公

司/本企业/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该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发行人上市后，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将严格遵守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相

关规定和监管要求。

（4） 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

的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除将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外，本公司/本企业/本人还应将因违反承诺而获得的全部收益

上缴给发行人。

2.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股份锁定承诺

董事雷开贵、刘健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

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则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3）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

并上市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

（4）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5）自本承诺函出具后，若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其他监管

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该等规定时，本人

承诺届时将按照该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6）本人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违反上

述承诺，除将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承担

法律责任外，本人还应将因违反承诺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给发行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

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铂力特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作出的股

份锁定承诺；铂力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铂力特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铂力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25,385,751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2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西工大资产管理公司 8,693,600 10.87% 8,693,600 0

2 西高投 3,239,849 4.05% 3,239,849 0

3 雷开贵 2,753,873 3.44% 2,753,873 0

4 青岛金石 2,401,010 3.00% 2,401,010 0

5 海宁国安 2,401,010 3.00% 2,401,010 0

6 黄芃 2,294,894 2.87% 2,294,894 0

7 杭州沁朴 1,200,505 1.50% 1,200,505 0

8 北京云鼎 1,200,505 1.50% 1,200,505 0

9 三峡金石 1,200,505 1.50% 1,200,505 0

合计 25,385,751 31.73% 25,385,751 0

注：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5,385,751 12

合计 25,385,751 12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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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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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三全食品” ）于2020年4月7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含）人民币10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其

中：公司计划使用不超过（含）8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银行委托理财；使用不超过

（含）2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股票、债券、基金等产品的投资。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但期限内任一时点的证券投资金额

不得超过投资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4月8日、2020年4月11日披露于 《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及《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补充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3）。

公司于2020年7月10日使用人民币3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的理财产品；公司于2020年7月10日使用人民币

5,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经三路支行的

理财产品。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

专户型2020年第112期J款

2、产品代码：20ZH112J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认购资金总额：30,000万元

5、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6、产品期限：92天

7、产品预期收益率（年）： 1.30%--3.50%

8、产品募集期：2020年7月10日-14日

9、产品起始日：2020年7月14日

10、产品到期日：2020年10月14日

（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经三路支行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

天)

2、产品代码：1201206004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认购资金总额：5,000万元

5、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6、产品期限：90天

7、产品预期收益率（年）： 1.40%--3.20%

8、产品购买日：2020年7月10日

9、收益起算日：2020年7月13日

10、产品到期日：2020年10月12日

公司本次出资自有资金人民币35,000万元购买该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净资产的15.70%， 该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8亿元人民

币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范围内。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经三路支行均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制订有《投资理财管理制度》、《证券投资管理制度》，对投资理财的原则、

范围、权限、内部审核流程、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

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同时公司将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切

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控风险。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及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购买理财

产品，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

高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使用人民币7,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中信银行 “共

赢利率结构30618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理财产品。 产品到期日：2020年5月25

日。 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2、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使用人民币30,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交通银行 “交

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0� 天（汇率挂钩）” 理财产品。 产品到期日：

2020年3月23日。 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3、公司于2020年1月8日使用人民币15,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中信银行 “共赢

利率结构31615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理财产品。 产品到期日：2020年4月8日。

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4、 公司于2020年1月9日使用人民币10,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光大银行

“2020年对公结构性存款挂钩汇率定制第一期产品168” 理财产品。 产品到期日：

2020年4月9日。 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5、 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使用人民币10,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0JG5358�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理财产品。 产品到

期日：2020年4月10日。 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6、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使用人民币20,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中国银行 “挂

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理财产品。产品到期日：2020年6月24日。已到期收回

本金及收益。

7、 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使用人民币10,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6625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理财产品。 产品到期

日：2020年6月24日。 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8、公司于2020年4月8日使用人民币10,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中国银行 “挂钩

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理财产品。 产品到期日：2020年7月8日。 已到期收回本

金及收益。

9、公司于2020年4月8日使用人民币15,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光大银行 “光大

银行” 理财产品。 产品到期日：2020年7月8日。 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10、 公司于2020年4月9日使用人民币10,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7031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理财产品。 产品到期

日：2020年7月9日。 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11、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使用人民币10,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中国银行 “挂

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理财产品。 产品到期日：2020年8月26日。

12、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中国银行 “挂

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理财产品。 产品到期日：2020年8月27日。

13、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使用人民币1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中国工

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2020年第103期

K款” 理财产品。 产品到期日：2020年12月30日。

14、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使用人民币2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

理财产品。 产品到期日：2020年9月28日。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业务总协议》；

2、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经三路支行签订了《对公结构性

存款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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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司于2020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0-30）。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临

时）决定召开。

（三）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7月17日（星期五）下午3: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7月17日（星期五）具体如下：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17日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17日9:

15-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同时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13日（星期一）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及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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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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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会议地点：江苏省徐州市经济开发区驮蓝山路26号公司总部大楼706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的议案

1.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关于设立徐州市徐工产业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上述议案1内容详见2020年6月20日、议案2内容详见2020年7月1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议案1需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2需经出席

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2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中小投资者对议案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需单独披露。

三、议案编码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2.00

关于设立徐州市徐工产业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自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股东办理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1.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

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

证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

定代表人资格证书、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二）登记时间：2020年7月16日（星期四）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

00。

（三）登记地点: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驮蓝山路26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6楼证券部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苗洋威尹文林

联系电话：0516-87565620，0516-87565628

邮政编码：221004

传 真：0516-87565610

电子邮箱：miaoyangwei@xcmg.com

（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的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1。

六、备查文件：

1.�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股东授权委托书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普通股的投票代码及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425” ，投票简称为“徐

工投票” 。

（二）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三）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

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

体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 投票时间：2020年7月17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二）股东可以登陆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17日9:15-15: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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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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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出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一、 会议通知中列明议案的表决意见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2.00

关于设立徐州市徐工产业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二、 若会议有需要股东表决的事项而本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使表决权。

三、若受托人认为本人授权不明晰，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使相关表决

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 � � � � � � � �委托人持股数:

2020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608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

2020-024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江苏信托的财务信息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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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81.49%股权的子公司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信托” ）因从事银行间同业拆借业务的需要，将根据《同业拆借管理办法》（人民银行

[2007]3号令）、《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业务操作细则》（中汇交发[2016]347号）的相关规定和《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本币市场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汇交公告[2008]61号）的要求,于

近日在中国货币网披露江苏信托截至2020年6月末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以及江苏信托2020年1-6月份

利润表（未经审计）。 公司现将江苏信托相关资料予以公告（附后）。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

2020-082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4月23日、2020年5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2020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

设立或纳入的子公司）为自身债务提供担保、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控股子

公司之间互相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95亿元人民币，具体额度可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分配、调剂。

公司同意授权董事长或相关业务负责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 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

即任一时点的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7）。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自2020年6月11日担保进展公告后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

比例

债权人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

日）

担保协议金

额

实际担保余

额

担保期限 备注

武汉大北农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武汉市黄

陂区支行

2020/3/31 8,000.00 8,000.00 2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2,000万

哈尔滨大北农牧业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宾县支行 2020/4/20 3,000.00 3,000.00 2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1,000万

武汉大北农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

100.00%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南支行

2020/4/24 5,000.00 5,000.00 2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750万

广西大北农农牧食

品有限公司

50.7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秀县支行

2020/4/27 2,000.00 2,000.00 8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689.60万元

云南昌农农牧食品

有限公司

50.7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砚山县支行

2020/5/27 6,500.00 5,000.00 8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2,200万元

新疆大北农牧业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经开区支行

2020/6/1 1,000.00 477.57 2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351.68万元

吉林大北农农牧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长春市绿

园支行

2020/6/4 3,800.00 3,575.73 2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3,029.55万元

礼泉正能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

40.8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礼泉支行 2020/6/4 10,000.00 10,000.00 8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10,000万元

武汉大北农水产科

技有限公司

85.00%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南支行

2020/6/12 2,500.00 2,500.00 2年

陕西昌农康牧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82.14%

铜川市印台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

2020/6/13 8,000.00 4,000.00 5年

安徽省大北农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肥东支行

2020/6/16 4,000.00 2,000.00 2年

福建梁野山农牧股

份有限公司

8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武平县支

行

2020/6/16 3,000.00 3,000.00 2年

肇庆大北农农牧食

品有限公司

35.51%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宁县支

行

2020/6/19 5,000.00 5,000.00 2年

恩施州绿色巨农农

牧有限公司

55.26%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恩施市支

行

2020/6/23 4,000.00 2,000.00 5年

晋中大北农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祁县支行 2020/6/23 3,000.00 1,000.00 2年

淮安市淮阴大北农

饲料有限公司

100.0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

分行

2020/6/24 2,000.00 2,000.00 2年

安徽长风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

60.00%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杨支行

2020/6/24 500.00 500.00 2年

北京大北农动物保

健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1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怀柔支行

2020/6/24 1,000.00 1,000.00 2年

江西大北农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进贤县支

行

2020/6/28 3,000.00 3,000.00 2年

江西高安大北农饲

料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高安市支

行

2020/6/28 1,000.00 1,000.00 2年

江西泰和大北农饲

料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泰和县支

行

2020/6/28 430.00 430.00 2年

蚌埠大北农等35家

控股子公司

邦吉（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邦基（泰兴）粮油有限公司、

邦基（南京）粮油有限公司、

邦基正大（天津）粮油有限公

司、 邦基三维油脂有限公司、

东莞沈恒粮油有限公司

2020/6/28 4,000.00 4,000.00

不超过2021年

5月31日

蚌埠大北农等70家

控股子公司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2020/6/28 8,000.00 8,000.00

不超过2021年

6月30日

郑州大北农等44家

控股子公司

嘉吉粮油（阳江）有限公司、

东莞嘉吉粮油有限公司、东莞

嘉吉饲料蛋白科技有限公司、

嘉吉粮油（南通）有限公司、

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

2020/6/28 4,000.00 4,000.00

不超过2022年

4月30日

蚌埠大北农等24家

控股子公司

三河汇福粮油集团饲料蛋白

有限公司、辽宁汇福荣兴蛋白

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汇福蛋白

科技有限公司

2020/6/28 1,500.00 1,500.00

不超过2021年

5月31日

桂林大北农等9家

控股子公司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 2020/6/28 1,000.00 1,000.00

不超过2021年

5月31日

蚌埠大北农等44家

控股子公司

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大连象屿农产有限公

司、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

公司、厦门象屿农产品有限责

任公司

2020/6/28 5,000.00 5,000.00

不超过2022年

12月31日

蚌埠大北农等47家

控股子公司

路易达孚（中国）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路易达孚（天津）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0/6/28 6,000.00 6,000.00

不超过2021年

5月31日

北京科高大北农饲

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怀柔支行

2020/6/29 2,000.00 2,000.00 2年

德阳驰阳饲料科技

有限公司

54.55%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绵竹支行

2020/6/29 1,000.00 1,000.00 2年

梓潼金驰阳农牧有

限公司

57.42%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绵竹支行

2020/6/29 1,000.00 1,000.00 2年

广西大北农农牧食

品有限公司

50.7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秀县支行

2020/6/29 8,000.00 1,831.24 8年

漳州大北农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漳州市分

行

2020/6/30 4,500.00 2,000.00 2年

邛崃驰阳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

40.19%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

支行

2020/6/30 1,000.00 1,000.00 2年

天津昌农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天津市宝

坻支行

2020/6/30 6,000.00 6,000.00 2年

北京大北农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怀柔支行

2020/6/30 1,000.00 1,000.00 2年

福建大北农水产科

技有限公司

85.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诏安

支行

2020/6/30 1,000.00 - 2年

南宁大北农饲料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2020/7/3 2,000.00 1,207.89 2年

徐州昌农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

64.6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睢宁支行

2020/7/3 2,000.00 2,000.00 2年

陕西正能农牧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51.00%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阎良

支行

2020/7/7 5,000.00 2,000.00 2年

合计 140,730.00 115,022.43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授权范围内累计占用担保额度为739,307.60万元。

以上担保额度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216,895.29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按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的合并净资产1,007,199.04万元计）的

120.82%，实际担保余额为649,025.70万元（含对参股公司担保、对其他公司担保）。 其中，对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授权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950,000.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516,178.68万元。

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逾期金额为0万元，子公司对外担保逾期金额14,113.27万元，其中包括对客户担

保逾期金额10,213.27万元，对其他公司担保逾期金额3,900万元。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4日

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2020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期末数 年初数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序

号

期末数 年初数

资产: 1 负债: 21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

款项

2 20,416.55 6,663.95 拆入资金 22

1,600,000,

000.00

-

存放同业款项 3

121,406,

325.34

50,797,646.29 交易性金融负债 23 - -

拆出资金 4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24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5

12,973,206,

122.03

7,209,338,

086.35

应付职工薪酬 25 184,629,058.73 159,171,283.5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 - - 应交税费 26 209,166,997.86 183,063,785.51

应收账款 7 - - 应付利息 27 4,847,916.67 4,689,583.34

应收利息 8 30,750,407.42 12,382,870.01 其他应付款 28

5,929,797,

470.90

2,102,531,

032.41

应收股利 9 - - 预计负债 29 - -

其他应收款

1

0

1,664,481,

562.93

1,682,751,

968.57

应付股利 30 - 225,620,196.71

发放贷款

1

1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31 258,882,087.19 266,790,100.1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

2

264,861,

846.38

237,908,048.20 负债合计 32

8,187,323,

531.35

2,941,865,

981.61

长期股权投资

1

3

14,383,958,

379.03

14,040,768,

760.54

所有者权益 33 - -

投资性房地产

1

4

- - 实收资本 34

3,760,336,

611.82

3,760,336,

611.82

固定资产

1

5

185,828,

548.01

189,504,466.21 资本公积 35

5,677,370,

262.11

5,677,370,

262.11

在建工程

1

6

- - 其他综合收益 36 277,429,896.30 277,429,896.30

无形资产

1

7

7,970,109.46 4,592,110.61 盈余公积 37

3,520,164,

371.39

3,520,164,

371.3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

8

- - 一般风险准备 38 348,211,729.75 348,211,729.75

其他资产

1

9

信托赔偿准备 39

1,051,123,

940.92

1,051,123,

940.92

未分配利润 40

6,810,523,

373.51

5,851,547,

826.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1

21,445,160,

185.80

20,486,184,

639.12

资产合计

2

0

29,632,483,

717.15

23,428,050,

620.73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总计

42

29,632,483,

717.15

23,428,050,

620.73

利润表（未经审计）

2020年1-6月

编制单位：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序号 本年累计数

一、营业收入 1 1,242,734,261.79

利息净收入 2 -44,152,100.47

其中：利息收入 3 10,192,677.30

利息支出 4 54,344,777.7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5 527,675,279.88

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 527,675,279.88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7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列示） 8 689,262,493.2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列示） 9 69,547,299.97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列示） 10 32,069.55

其他业务收入 11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2 78,206.07

其他收益 13 291,013.51

二、营业支出 14 138,731,942.52

税金及附加 15 3,126,447.12

业务及管理费 16 135,245,520.44

信用减值损失 17 359,974.96

资产减值损失 18 -

其他业务成本 19 -

三、营业利润（损失以“－” 号列示） 20 1,104,002,319.27

加：营业外收入 21 136,103.19

减：营业外支出 22 505,000.00

四、利润总额（损失以“－” 号列示） 23 1,103,633,422.46

减：所得税费用 24 144,657,875.7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列示） 25 958,975,54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