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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83

证券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定

2020-003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711

公司简称：盛屯矿业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346

证券简称：柘中股份 公告编号：

2020-31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910.SZ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A

股） 公告编号：

2020-072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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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孚日股份 股票代码 00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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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仕强 朱传昌

办公地址 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1号证券部 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1号证券部

电话 0536-2308043 0536-2308043

电子信箱 furigufen@126.com furigufen@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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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404,407.16 2,527,616,176.66 -1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4,617,473.58 258,374,928.46 -4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5,731,827.46 199,881,762.92 -52.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6,362,984.75 545,703,055.75 -7.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21 0.2873 -43.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21 0.2873 -4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2% 7.36%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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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9,902,104.13 10,072,582,472.58 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21,185,268.54 3,718,210,196.38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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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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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68% 215,000,000 质押 97,399,999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1% 38,216,975

济南纾困盛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9% 36,191,796

孙日贵 境内自然人 3.30% 30,000,000 22,500,000 质押 12,999,90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

智臻2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4% 15,800,000

上海璞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璞

宏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7% 14,28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2% 12,026,400

单秋娟 境内自然人 1.21% 10,995,8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9% 8,054,700

孙小惠 境内自然人 0.66% 5,99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孙日贵先生、单秋娟女士均为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孙小惠女士为孙日贵

先生的女儿，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智

臻2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有无关联关系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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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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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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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孚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

孚日转债 128087 2019/12/17 2025/12/17 64,996.51

第一年为0.40%、第二年为0.60%、第三年

为1.00%、第四年为1.50%、第五年为

1.80%、第六年为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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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 64.74% 62.37% 2.37%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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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5.61 -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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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2020年上半年，面对异常复杂的全球贸易形势和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公司董事会全力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不断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推进国内品牌建设，持续完善产

业链条，强化内部管理工作，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各种因素对企业的不利影响。 本报告期，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20.24亿元，同比下降19.91%；实现净利润1.45亿元，同比下降44.03%。

二、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公司一直专注于毛巾系列产品、床上用品和装饰布艺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供应、营销渠道

建设和品牌推广，报告期公司的利润构成和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在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强精益化管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在复工复产方面，公司采取全方位措施，严抓疫情防控，确保全体员工健康安全，在此基础

上积极推进复工复产，保证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成为行业内较早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在

疫情形势下赢得了难得的发展先机。

在市场订单生产方面，公司充分发挥完整产业链优势，千方百计抢抓订单，保证了工厂正常

运转，保证了工人有活干，把这次疫情的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企业不停产、

不减员，取得了行业内相对较好的经营业绩。

在国内品牌建设方面，公司坚定实施品牌战略不动摇，通过不断完善品牌运营架构，积极运

用异业联盟、直播带货、社群营销等各种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使国内品

牌建设取得了比较明显的阶段性成果，品牌影响力、竞争力不断提升。

在产业升级改造方面，公司逆势加大投资开工建设了棉柔巾项目、中水回用项目和安防项

目。 目前，各个新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这些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补强产

业链条，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1、产业链条完整，竞争优势突出。 拥有从产品研发设计、纺纱、织造、印染、整理、包装、物流

到全球贸易的完整生产链条，搭建起棉纺、毛巾、床上用品、装饰布艺以及配套热电厂、自来水厂

等产业链群，生产技术装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可以满足世界各地不同风格的各种高档次、高价

值订单的生产需求。

2、产品质量稳定，企业信誉可靠。 公司把诚信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长

期形成了精益求精、细致严格的质量标准和管理体系，从原材料进厂到产品出厂制定了严密完

善的质量保证措施。 同时凭借重信守诺的良好信誉，赢得了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保证了公司与

客户稳定的合作关系。

3、市场布局合理，优势地位稳固。 公司积极推进全球贸易，在日本、美国、欧盟、中国以及澳

大利亚、中东、东南亚等主销市场保持着优势市场地位，拥有较强的溢价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

场话语权。

4、运营机制灵活，市场反应灵敏。 公司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形成了市场与生产紧密结合、反

应速度最快的产销一体化运营机制，能够将市场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反馈到生产工厂，提高了

企业的市场灵敏度和反应速度，在最大程度上适应了多品种、小批量、快交货的市场形势。

５、研发能力较强，创新效果明显。 公司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级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是中国家纺行业新型纤维开发应用推广基地，主持和参与起草了毛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制定，获得了国家工信部“中国工业大奖提名奖”等众多荣誉，形成了较强的创新发展能力。

四、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1、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2020年下半年，行业运行既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重要机遇。 一方面，受国际贸易保护、新冠

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行业整体运行压力仍然较大。 另一方面，从

国内市场来看，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重回正轨，产业链衔接逐步顺畅，国

内“六稳六保”相关工作稳步推进，随着国内减费降税、刺激消费、扩大新基建投资、稳就业保民

生等相关政策的落实推进和持续发力，国内市场消费支撑作用也将逐渐恢复，前期压抑的部分

消费需求将不断释放，下半年行业运行质量或将有所改善。 这些积极因素都将有力支撑国内品

牌建设。 从国际市场来看，随着疫情逐渐平缓，欧美各国正加速国内解封，努力恢复生产生活正

常秩序，这有利于国际市场保持稳定，有利于公司抓客户、抢订单。 另外，公司近几年通过在经营

机制、产品研发、内部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企业竞争优势、发展韧性、内生

动力显著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仍然比较稳固。 根据目前在手订单情况，综合国内外市场表现，

进入第三季度，公司出口和内销都将呈现上扬增长态势，预计今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指标将反

超去年同期水平，今年下半年经营业绩将明显好于上半年。

2、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

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公司上下将按照新一届董事会的整体部署，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加快品牌建设和市场开发，强化内部管理和科技创新，全力打好重点工

作攻坚战，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保证企业持续健康稳定运行。

（1）坚定不移实施品牌战略，深度拓展全球市场。 围绕内销市场，公司将举全企业之力加快

推进品牌战略举措，积极适应新的时代潮流，仔细研究新的消费趋势，用互联网的思维来指导建

设营销渠道，以消费者为中心，加盟、自营、数字化、异业联盟多渠道协同，传统与现代紧密结合，

线上与线下共同发力，实现品牌营销能力的快速可持续增长，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把洁玉毛

巾打造成中国第一毛巾品牌，把孚日家纺打造成家纺行业的一线品牌，公司内外销比例由现在

的20%和80%，调整为各占50%，进一步优化全球业务布局，降低国际贸易风险，保证公司未来持

续稳定发展。

围绕国际市场，公司坚信中国企业是国际市场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环，制造和外贸的整体

优势仍然存在，这个格局不会因为这场疫情而根本改变。 公司将紧紧抓住市场机遇，密切关注市

场变化，加强重点客户沟通联系，全力稳定国际市场，同时以打造国际知名家纺品牌为目标，充

分发挥产业链优势、质量优势和信誉优势，加快向价值链高端提升，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空间，提

高孚日品牌的国际形象，推进企业由知名企业品牌向知名产品品牌转变。

（2）优化组织效率和业务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按照新的管控模式，优化组织架

构和业务流程，深化内部市场化、扁平化改革，创新激励机制，完善绩效考评，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最大程度上激发活力，增强内生性动力，真正让能干者有更大舞台，想干者有更多机会。 另一

方面，围绕提高效率、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持续推进精益生产、精准管理，加快数智化转型改造

步伐，通过信息化手段努力打通产业链，提高企业先进制造能力和快速反应速度，提升整体运行

质量和经济效益。

（3）加快技术创新，不断完善创新体系。 以新的品牌战略为引导，立足全球市场优势，完善

创新体系，优化创新流程，提高创新效率。 瞄准行业最新发展趋势，抓住疫情形势下市场需求新

变化、消费新场景，加快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搭建内部技术交流平台，提高整体创新能力。

（4）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企业发展新优势。 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将充分整

合各方面的战略资源，抓住当前各个行业涌现出的新机遇，利用投资、兼并、重组等方式，积极拓

展棉柔巾、安全防护、中水回用等新的业务领域，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

企业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5）抓好人才队伍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增强企业发展动能。 结合着新的发展任务，以制度

作为驱动，加快推进人才体制机制创新，努力建立科学合理、充满活力的选人、育人、用人机制，

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的制度优势和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同时，持续优化和丰富企

业文化的内涵，努力形成具有浓厚特色和鲜明个性的企业文化，真正以文化统一行动，催生发展

新动力，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家纺企业、打造国际知名家纺品牌的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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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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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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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孚日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由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新设成立， 持股比例

100%，从2020年4月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安徽梦圆家居有限公司由高密梦圆家居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新设成立， 持股比例100%，

从2020年4月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茂昌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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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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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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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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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屯矿业 600711 雄震矿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亚鹏 卢乐乐

电话 0592-5891697 0592-5891697

办公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

A座33层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

A座33层

电子信箱 zouyp@600711.com lull@600711.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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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42,035,911.50 18,995,444,360.81 2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40,853,573.47 9,024,969,478.41 3.5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8,484,389.50 107,364,419.26 -554.98

营业收入 22,164,647,721.50 14,109,695,538.65 5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853,772.72 64,039,976.46 -3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778,606.21 -26,013,667.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8 0.799 减少0.3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03 -3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03 -36.67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0,07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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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0 528,552,794 272,017,381 质押 346,981,649

林奋生 境内自然人 4.72 108,914,344 108,914,276 无 0

烟台山高纾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84 88,702,928 88,702,928 无 0

刘强 境内自然人 3.21 74,163,592 0 质押 73,600,000

姚雄杰 境内自然人 2.63 60,780,323 0 质押 60,395,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16 26,854,806 0 无 0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6 22,175,732 22,175,732 无 0

代长琴 境内自然人 0.92 21,230,757 0 质押 13,000,000

厦门信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1 20,920,502 20,920,502 无 0

珠海市科立泰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19,256,730 19,256,664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姚雄杰，所以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和姚雄杰是

一致行动人。 2、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是一致行动人均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盛屯矿业 2015年

公司债券

15盛屯债 122472 2015年9月24日 2020年9月24日 3,000.00 7.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8.78 51.7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27 2.50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仍然聚焦钴、镍、锌、铜金属品种，加快优质产能并购，加快海外项目建设投产，国际化步伐

进一步加快，整体资产规模和资产质量得到持续稳定发展。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237.42亿元，

比上年度末增长24.99%；公司归母净资产为93.41亿元，比上年度末增长3.50%。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221.65亿元，同比上涨57.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44亿元，同比下降31.52%。

（一）钴材料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刚果（金）已建成的铜钴冶炼项目稳定经营生产，2020年一季度，公司对刚果（金）盛

屯资源（CCR）进行了技改扩产，目前产能已达到年产30,000吨铜、3500吨钴。 报告期，刚果（金）盛屯资源

（CCR）共生产铜金属10,305吨，其中一季度产3,758吨，二季度产6,547吨；报告期共产粗制氢氧化钴1,626

金属吨，其中一季度产625金属吨，二季度产1,001金属吨。随着产能提升以及金属价格触底回升，预计下半年

效益会进一步释放。

2020年3月，公司已完成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和上市，随着募集资金到位，公司将在刚果（金）投建年产30,

000吨铜、5,800吨粗制氢氧化钴（金属量）湿法项目。2020年3月，公司完成恩祖里项目收购，恩祖里拥有的卡

隆威采矿项目已探明资源量为：矿石量1,346万吨,铜矿石平均品位2.7%，钴矿石平均品位0.62%，金属量铜

30.2万吨，钴4.27万吨；拥有的FTB勘探项目在卡隆威外围，勘探总面积334平方公里。 公司计划对恩祖里所拥

有的卡隆威铜钴矿投建年产阴极铜30,028吨，粗制氢氧化钴氢氧化钴3,556.4吨生产项目。未来几年公司将在

钴材料业务规模和效益将持续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珠海科立鑫业务虽然受到疫情及海外市场影响，但整体仍然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二）镍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友山镍业在印度尼西亚纬达贝工业园投建年产3.4万吨镍金属量高冰镍项目。

目前该项目处于安装调试阶段，即将在近期投入生产。 该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高冰镍43,590吨，高冰镍含镍

量34,000吨。 预计友山镍业将会在下半年进入稳定生产期，将为公司产生效益。

（三）国内有色金属采选

报告期内，公司矿山主要生产品种为锌、铜、铅、金、钨、锡。 有色金属采选业务近年一直保持稳定发展趋

势。2020年上半年主要矿山实现销售收入1.12亿元，毛利为0.44亿元。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埃玛矿业、银鑫矿业、

华金矿业正常开展生产。 公司在云南的矿山恒源鑫茂矿业和大理三鑫矿业仍然处于证照办理和矿山建设阶

段。

（四）锌锗冶炼及综合回收

报告期内，四环锌锗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四环锌锗现拥有锌锭产能22万吨/年，高纯二氧化锗产能40

吨/年。 2020年上半年四环锌锗自产锌锭11.31万吨，生产高纯二氧化锗6.45吨。

（五）金属贸易及服务

公司金属贸易及服务主要为有色金属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矿产品原材料采购、金属产成品购销，以及

金属产业链上各项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金属贸易及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85.72亿元，实现毛利1.54亿元。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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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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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或“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8月

10日以通讯传真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郁岚主持。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就公司编制的 2020年半年度报告，监事会提出审核意见如下：

1、2020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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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真

实反映公司2020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成果和财务状况；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核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711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

2020-077

转债代码：

110066

转债简称：盛屯转债

公司债代码：

122472

公司债简称：

15

盛屯债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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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0年8月17日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召开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董事会已于2020年8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披露了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0-075）。 根据相关规定，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8月17日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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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vote.sseinfo.com）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平台

（五）会议地点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A座33层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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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0年8月10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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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

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0年8月11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2、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等办

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0年8月11日下午17点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登记地点与联系方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A座33层公司董事会秘书

办公室。

联系人：卢乐乐

联系电话：0592-5891697

传真：0592-5891699

邮政编码：361012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

续。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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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柘中股份 股票代码 00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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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田怡

办公地址 上海化工区奉贤分区苍工路 368�号

电话 021-57403737

电子信箱 tianyi@zhezh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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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602,075.32 205,975,829.36 6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12,191.57 71,205,609.11 -9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0,680,636.90 50,133,179.04 1.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990,799.88 288,197,869.84 -118.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5 0.16 -96.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5 0.16 -96.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3.43%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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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4,475,157.27 2,918,945,342.23 -1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44,543,910.70 2,030,446,802.33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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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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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2.52% 276,066,710 0 质押 188,080,000

陆仁军 境内自然人 13.11% 57,884,066 43,413,049

马瑜骅 境内自然人 1.07% 4,703,080 3,527,310

何耀忠 境内自然人 1.04% 4,594,020 0

许国园 境内自然人 1.00% 4,400,000 0

管金强 境内自然人 0.98% 4,313,080 0

计吉平 境内自然人 0.77% 3,396,780 0

仰新贤 境内自然人 0.70% 3,074,180 0

唐以波 境内自然人 0.65% 2,867,300 0

仰欢贤 境内自然人 0.63% 2,793,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陆仁军先生持有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60%股权，且为本公司董事长，马瑜骅为本公司现任董事。除此

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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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344,602,075.32元， 主营业务成套开关设备营业收入为

339,780,943.85元，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为98.60%，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完成的订

单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增加，基本实现了主营业务稳步提升的预期目标；公司报告期

内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412,191.57元，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了96.61%，主要

系本报告期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投资收益大幅下降所致。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柘中电气实现，柘中电气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表：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40,626,852.39 205,182,427.67 66.01%

净利润 44,954,104.88 25,507,264.77 76.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647,297.49 24,687,087.79 80.85%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规模、产能及销售情况和成本构成等呈现稳步提升态

势。公司将在国家电网、轨道交通、数据中心等公司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发展前景较为乐

观的情况下，努力抓住新基建市场机遇，继续稳步发展成套开关设备业务，同时在此基础上

继续积极研究原PHC管桩业务及相关资产的转型， 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寻找新的利润增长

点。另外，公司将继续保持适度的投资业务规模和多元化经营，从而在不确定性较高市场环

境下增强对市场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证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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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

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公

司根据财政部上述通知的规定对相应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的衔接规定，新收入准则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

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 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当期及

前期的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按照新收入准则进行列

报和披露，资产负债表增加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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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仁军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证券简称

:

柘中股份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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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20-32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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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7月31日以当面传达、

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0年8月10日下午14：00在公司206会议室举行，

董事长陆仁军主持了会议。 公司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七名，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二、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2020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证券简称

:

柘中股份 证券代码：

002346

公告编号：

2020-33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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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7月31日以当面传达

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于2020年8月10日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举行，监事会主席

朱梅红主持了会议。 公司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保密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客观反映了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的实际情况。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报告期内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符合相关规定，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没有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发生。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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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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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园牧场（A股） 庄园牧

场（H股）

股票代码 002910.SZ�����������������01533.HK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骞予 潘莱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601号甘肃省商会大

厦B座26层证券部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601号甘肃省商会大

厦B座26层证券部

电话 0931-8753001 0931-8753001

电子信箱 zhangqianyu@lzzhuangyuan.com panlai@lzzhuangyu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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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987,210.88 396,898,739.17 -1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75,054.39 26,695,778.21 -10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744,512.59 23,726,567.83 -12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613,601.25 145,239,609.16 -38.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4 -10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4 -10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2.23%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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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8,930,294.20 2,492,726,974.51 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12,741,195.34 1,225,407,188.3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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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60

（其中A股股东21746户、

H股登记股东1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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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代理人） 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8.42% 35,121,847

马红富 境内自然人 16.89% 32,197,400 32,197,400

兰州庄园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0% 30,894,700 30,894,700 质押 30,000,000

甘肃福牛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87% 15,000,000 15,000,000

深圳市创东方富

凯投资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 2,847,500

胡开盛 境内自然人 1.00% 1,907,900

重庆富坤创业投

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1,337,972

天津创东方富弘

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974,200

章健 境内自然人 0.40% 757,200

其米 境内自然人 0.39% 746,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马红富先生通过直接持有和控制庄园投资、福牛投资而实际支配公司的股份数量为78,092,100股，是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也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马红富先生与庄园投资、福牛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注：公司H股股东中，非登记股东的股份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为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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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25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8.12%，实现利润总额-364.4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了111.9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润-197.5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07.40%。。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1、继续布局上游奶源，加强牧场建设，报告期牧场进一步提高奶牛舒适度，提高精准饲喂，牧场的经营管理得到全面

提升，奶牛的产量、成牛头日产、头年产、繁殖指标均比去年同期有所提高。 公司正在建设中的“金川区万头奶牛养殖循环

产业园项目” 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公司原料奶的供给，有利于进一步从源头上保障公司的产品质量，实现公司长期、稳定

的可持续性发展。

公司引进奶牛养殖方面具备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专业技术人才，在进一步提升奶牛防疫和科学养殖水平，及进一步提

升自有牧场原料奶质量发挥重要作用。

2、技术研发中心以消费者为导向来完善产品的配方、工艺和设备的优化配置，使产品具有针对性和特色优势，形成以

消费分析触发研发，以研发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消费需求的研发理念。报告期技术研发中心完成储备项目的研发，根据公

司行销策略陆续上市。

报告期内，新研发项目“高原牧场纯牛奶” 、“青海牛奶（含牦牛奶）”“牦牛乳酪酸奶”上市，获得市场认可。

3、公司投资建设的 “日加工600吨液体奶改扩建项目” 于报告期竣工验收并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的正式投产在优

化生产工艺，丰富产品结构和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控制方面效果显著，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4、公司营销部门围绕社区社群的营销网络建设作为重点渠道建设，同时进一步加快线上销售体系建设，线上体系建

设完成将打通线上与线下销售环节，为消费者创造更为便利灵活的消费体验。 同时，报告期进一步加强自有营销渠道建

设，进一步完善送奶到户配送体系，增加社区直营奶厅及合作门店建设数量，提升服务质量。

5、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公告《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拟

通过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800.00�万股（含本数）A股股票，用于“金川区万头奶牛养殖循环产业园项目” 和偿还银行贷

款。该预案已于2020年1月17日通过“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大会”的审议。 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的行政许可申请，并于2020年1月2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受理，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3月24日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公

司分别于5月12日和5月26日在指定媒体刊登《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反馈回复的公

告》和《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反馈回复修订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现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于2020�年4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预案等进行了调整和修

订，调整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调整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4,300.00�万股。

2020年8月10日，发审委2020年第119次会议表决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发审委无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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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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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证券代码：

002910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

2020-070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会议通知以

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红富先生召集。

2、本次会议于2020年8月10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际出席并表决的董事8名（其中董事马红富、王国福、张骞予参加现场表决；董事宋晓鹏、

叶健聪、刘志军、赵新民、黄楚恒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公司董事长马红富先生主持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兰州

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020年半年度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其摘要

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截止2020年6月30日止六个月之中期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相关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上的《公司截止2020年6月30日止

六个月之中期业绩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1-6月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1-6月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兰州

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表了鉴证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审核报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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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以

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监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0年8月10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并表决的监事3名（其中监事魏琳、杜魏参加现场表决；监事孙闯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会议）。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魏琳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兰州庄

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对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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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半年度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其摘要

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截止2020年6月30日止六个月之中期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上的《公司截止2020年6月30日止

六个月之中期业绩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1-6月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1-6月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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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8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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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