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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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兴能源 股票代码 00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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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玉虎 陈月青

办公地址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12层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12层

电话 0477-8139874 0477-8139873

电子信箱 yxny@berun.cc yxny@beru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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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0,109,459.41 3,483,125,055.38 6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4,913,844.91 -77,428,809.38 1,72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59,536,731.97 -87,757,245.75 1,535.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72,685,808.07 1,116,380,754.91 58.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02 1,8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02 1,8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8% -0.76% 1,6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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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55,063,531.93 23,254,776,294.85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400,889,190.47 10,227,129,098.37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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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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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56% 1,122,491,995 333,475,587

质押

1,058,433,

556

冻结

1,122,491,

99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44% 20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4% 71,435,33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新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 41,321,10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

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36,854,060

宋亚素 境内自然人 0.95% 35,000,079

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8% 32,300,995 质押 30,600,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庚

价值品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7% 31,826,1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6% 27,943,259

中信建投基金－广州农商银

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

15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1% 25,923,2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中稷弘立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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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宋亚素"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000,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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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上半年，受国内经济增长拉动和行业周期性因素影响，公司主导产品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公

司煤炭产能充分释放，煤炭产量较去年大幅增加，煤炭板块盈利实现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4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4.80%；净利润12.55亿元，实现扭亏为

盈，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 公司其他重大事项如下：

1.博源联化甲醇装置恢复生产

2020年11月4日，受冬季民用高峰供气量影响，天然气制甲醇装置开始停车。 2021年3月上旬，因天

然气民用气量的下降，天然气供应压力逐渐缓和，博源联化一套40万吨/年甲醇装置正式恢复生产，2021

年4月上旬，博源联化另一套60万吨/年甲醇装置正式恢复生产，至此博源联化100万吨/年天然气制甲醇

装置已全部恢复生产。 公司于2021年3月11日、2021年4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恢

复生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10、临2021-018）。

2.参股子公司取得采矿许可证

2021年6月中旬，公司持股19%的参股子公司银根矿业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天然碱矿取得由内蒙古自

治区阿拉善盟自然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根据经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备案的储量核实报告，阿

拉善右旗塔木素天然碱矿总含矿面积42.1平方公里，固体天然碱（122b+333）矿石量10.78亿吨，矿物量

(Na2CO3+NaHCO3)7.09亿吨，平均品位65.7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DZ／T0212.

1—2020），该矿属于大型天然碱矿床。 公司于2021年6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参股子公司取

得采矿许可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5）。

法定代表人：宋为兔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1-056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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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3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

式向公司12名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1年7月28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12名，实到董事12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为兔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

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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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21年半年度报告》。

2.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

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1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1-057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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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3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

式向公司3名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八届十三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1年7月28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3.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高永峰先生主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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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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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和 《2021年半年度报

告》。

2.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1-059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内

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1年06月30日的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532号）核准，本公司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要求的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610,526,315股

新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4.75元/股，若公司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

会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决定以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股本总数

1,618,891,84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合计转增股本1,295,113,475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914,005,319股。 本次转增股本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调整为不

超过1,098,484,848股及不低于2.64元/股。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2,605,066,656.72元（贰拾陆亿零伍佰零陆万陆仟陆佰伍拾陆圆柒角贰

分），扣除承销及保荐费、律师费、验资费等发行费用30,254,409.99元后，实际到位资金为2,574,812,

246.73元，其中：股本986,767,673.00元，资本公积1,588,044,573.73元。

截至2016年9月12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到位，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

瑞华验字[2016]第0219000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016年度按照项目计划补充流动资金400,000,000.00元，2017年度按照项目计划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00.00元，累计按照项目计划补充流动资金700,000,000.00元。

根据公司2016年12月8日六届四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100,000,000.00元，使用期限为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17年12

月5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100,000,000.00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2017年12月5日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50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7年度使用1,10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2018年度使用40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2018年10月

23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500,000,000.00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根据公司2018年10月25日七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50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8年度使用1,257,342,8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19年度使用10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止2019年9

月24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357,342,800.00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根据公司2019年9月25日七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20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9年度使用81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2020年度使用1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累计使用820,

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2020年9月24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820,000,000.00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2018年7月2日召开七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终止原募投项目“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50万吨/年合成氨联产

50万吨/年尿素、60万吨/年联碱项目” ， 并将该项目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1,874,812,246.73元中的1,

131,918,000.00元用途变更为“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 和“内蒙古博

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10万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 2018年度“河

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 投入募集资金201,848,760.99元，2019年度“河

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 投入募集资金114,188,246.79元，2020年度“河

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 投入募集资金7,606,470.17元，以前年度累计投

入募集资金323,643,477.95元。 以前年度“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

改项目”（10万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暂未投入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2020年6月1日，召开八届二次董事会、八届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已终

止“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50万吨/年合成氨联产50万吨/年尿素、60万吨/年联碱项目” 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但尚未做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742,894,246.73元及结存利息（具体以实施时实际结存数据

为准）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2020年度使用募集资金742,894,246.73元及结存利息11,301,

529.16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本公司根据

相关要求，特制定《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用于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

和管理。 本公司依照该制度严格执行，确保了募集资金存放、使用和管理的规范。

2016年9月，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民生银行太仓支行和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托克西街支行两家专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7年12月1日，公司召开七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

董事会同意增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授权公司管理团队全权决定和办理与本次增加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及签署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需签署的相关协议及文件等。 经公司管理团队

决定增加“乌海银行鄂尔多斯分行” 募集资金专户，2017年12月4日，公司、海通证券和乌海银行鄂尔多

斯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8年7月30日，公司召开七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分行太仓支

行、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托克西街支行、乌海银行鄂尔多斯分行重新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柏县安棚支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和管理，并与相关机构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8年8月份上述监管协议均签署完毕。

2018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七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署

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8年10月23

日，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结路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无重大差异，截至本报告期末，监管协议均得到正常

履行。

截至2021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698241216 256,358.98

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托克西街支行 047708012000593930 104,623,726.56

乌海银行鄂尔多斯分行 8500008260000800 66,654,397.55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结路支行 7504301220000000071489 644,620,836.5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柏县支行 16700801040002457 2,517.9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 52920188000052595 936.28

合计： 816,158,773.80

三、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报告期末余额

（一）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2020年12月4日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50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21年半年度暂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7月2日，公司召开七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终止原募投项目“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50万吨/年合成氨联产50万

吨/年尿素、60万吨/年联碱项目” ， 并将该项目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1,874,812,246.73元中的1,131,

918,000.00元用途变更为“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 和“内蒙古博源化

学有限责任公司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10万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 本报告期内，“河

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 投入资金6,563,402.9元， 累计投入资金330,

206,880.85元。

本报告期内，实现存款利息收入1,444,681.61元，其他收款1,000.00元,银行手续费支出722.00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净额801,711,119.15元，累计实现存款利息收入25,753,229.90

元，其他收款2,791.00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6,746.09元，其他付款91.00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816,

158,773.80元，该部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报告期末余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821,277,217.09

减：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 6,563,402.9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1,444,681.61

加:�其他收款 1,000.00

减：银行手续费支出 722.00

2021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816,158,773.80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鉴于原募投项目可行性受煤炭等原材料、大宗建筑材料及设备价格上涨，以及尿素市场复苏缓慢、

纯碱市场震荡较大等因素影响已产生了很大变化，原募投项目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2018年7月2日，公司

召开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终止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50万吨/年合成氨联产50万吨/年尿素、60万吨/年联碱项目” ， 将募集资金1,874,812,246.73元中的1,

131,918,000.00元用途变更为“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 和“内蒙古博

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10万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未做变更用途

的募集资金742,894,246.73元。

公司于2020年6月1日召开八届二次董事会、八届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并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已终止

“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50万吨/年合成氨联产50万吨/年尿素、60万吨/年联碱项目”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但尚未做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742,894,246.73元及结存利息（具体以实施时实际结存数据为

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1年06月30日，“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 使用募集资金

（含利息）330,206,880.85元，“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

（10万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未投入募集资金，将已终止“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50万吨/年合

成氨联产50万吨/年尿素、60万吨/年联碱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但尚未做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742,

894,246.73元及结存利息11,301,529.16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

见附件2）

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10万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因

乙二醇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大、下游行业需求低迷等因素影响，目前处于缓建状态，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

和项目手续办理情况，重新审慎论证项目的可行性。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用途变更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公司

对募集资金的投向、用途变更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06月30日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2,574,812,246.73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6,563,402.9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74,812,246.73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784,402,656.7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2.81%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3) ＝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 是

否发

生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

公司50万吨/年合成氨联产

50万吨/年尿素、60万吨/年

联碱项目

是

1,874,

812,

246.73

否 是

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

目

是

330,120,

000.00

6,563,

402.90

330,206,

880.85

100.0

3

2019

年7月

1日

48,576,

829.61

是 否

博源化学粗煤气和净化气

综合利用技改项目 （10万

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

是

801,798,

000.00

否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742,894,

246.73

754,195,

775.89

101.5

2

不适

用

是 否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

资金

否

700,000,

000.00

700,000,

000.00

700,000,

000.00

100.0

0

不适

用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574,

812,

246.73

2,574,

812,246.73

6,563,

402.90

1,784,

402,

656.74

69.30

48,576,

829.61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否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不适用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不适用

合计 不适用

2,574,

812,

246.73

2,574,

812,246.73

6,563,

402.90

1,784,

402,

656.74

69.30

48,576,

829.6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

项目）

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10万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因

乙二醇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大、下游行业需求低迷等因素影响，目前处于缓建状态，公司将根据市场

情况和项目手续办理情况，重新审慎论证项目的可行性。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原募投项目可行性受煤炭等原材料、大宗建筑材料及设备价格上涨，以及尿素市场复苏缓慢、纯碱

市场震荡较大等因素影响已产生了很大变化，原募投项目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七届十九次董事

会、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经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八届二次监事会、2020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未做变更用途

的募集资金及结存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公司终止原募投项目“博源化学50万吨/年合成氨联产50万吨/年尿素、60万吨/年联碱项目” ，实施

地点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纳林河工业园区。 变更后募投项目为“中源化学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

目”和“博源化学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10万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实施地点分

别为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安棚化工专业园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纳林河工业园区。尚未做变更用途

的募集资金及结存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公司终止原募投项目“博源化学50万吨/年合成氨联产50万吨/年尿素、60万吨/年联碱项目” ，变更

后募投项目为“中源化学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 、“博源化学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

目”（10万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12月4日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21年半年度暂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参见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放和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参见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1年06月30日 单位：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河南中源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

40万吨 /年精

品小苏打项目

内蒙古博源化学

有限责任公司50

万吨/年合成氨联

产 50万吨 /年尿

素、60万吨 /年联

碱项目

330,120,

000.00

6,

563,

402.90

330,206,

880.85

100.03

2019年7

月1日

48,

576,

829.61

是 否

博源化学粗煤

气和净化气综

合利用技改项

目（10万吨/年

乙二醇技改项

目）

内蒙古博源化学

有限责任公司50

万吨/年合成氨联

产 50万吨 /年尿

素、60万吨 /年联

碱项目

801,798,

000.00

否 否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内蒙古博源化学

有限责任公司50

万吨/年合成氨联

产 50万吨 /年尿

素、60万吨 /年联

碱项目

742,894,

246.73

754,195,

775.89

101.52 是 否

合计 -

1,874,

812,

246.73

6,

563,

402.90

1,084,

402,

656.74

57.84 -

48,

576,

829.61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

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

项目）

原募投项目可行性受煤炭等原材料、 大宗建筑材料及设备价格上涨， 以及尿素市场复苏缓

慢、纯碱市场震荡较大等因素影响已产生了很大变化，原募投项目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七届十九次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 公司于2018年7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53）。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20年6月1日召开八届二次董事

会、八届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并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编号：临2020-05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

项目）

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 （10万吨/年乙二醇技改

项目）因乙二醇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大、下游行业需求低迷等因素影响，目前处于缓建状态，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和项目手续办理情况，重新审慎论证项目的可行性。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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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

行2021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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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情况、发

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公司定于2021年8月4日（星期三）下

午15:00-17:00举行2021年度内蒙古辖区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网上集体接待日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网上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宋为兔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纪玉虎先

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杨永清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1-060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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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8日召开八届十四次董事会、八届

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考虑到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内蒙古远兴能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远兴销售” ）及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化学” ）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博源国际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源国贸” ）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

行”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合计30,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兴销售拟向兴业银行申请15,000万元综合授信，公司拟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同时公司以持有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5%股权作质押担保，担保金额合计15,000万

元，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2.中源化学全资子公司博源国贸拟向兴业银行申请15,000万元综合授信，公司拟全额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同时公司以持有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5%股权作质押担保， 担保金额合计15,

000万元，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内蒙古远兴能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远兴能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91号博源大厦11层

3.法定代表人：刘宝龙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18年10月30日

6.经营范围：销售基础无机化学原料纯碱、小苏打（不含危化品）、有机化学肥料氮肥、磷肥、钾肥、复

混肥料（不含危化品）；有机化工品乙二醇、聚乙烯、聚丙烯（不含危化品）、煤及煤制品（不含危化品）、

食用油、食用纯碱、食用小苏打、白糖、蔗糖、酒类、玻璃。

7.与公司关联关系：远兴销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股权结构：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远兴销售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49,036.73 48,816.44

负债总额 37,914.03 37,539.62

净资产 11,122.70 11,276.82

项目 2020年度（经审计） 2021年1-6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239,272.06 142,027.67

利润总额 511.42 373.20

净利润 380.57 154.12

（二）内蒙古博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博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万通路伊泰华府世家20号楼

3.法定代表人：彭永亮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4年11月29日

6.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小苏打）、乳制品、肉类熟食品、速冻食品、农副产品、

日用百货、洗涤用品、化妆品、卫生用品、保健品的销售；米、面制品及食品油、酒、饮料及茶叶、化肥、饲

料、饲料原料、场地租赁、文化用品、黄金、银、珠宝及饰品的批发零售。

7.与公司关联关系：博源国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的全资子公司。

8.股权结构：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博源国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67,896.61 61,222.33

负债总额 57,134.76 50,628.58

净资产 10,761.85 10,593.76

项目 2020年度（经审计） 2021年1-6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125,707.10 68,058.46

利润总额 503.64 110.76

净利润 313.85 114.3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3.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30,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为远兴销售和博源国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补充其流动资金，是保障生产经营正常运转的有

效措施。

2.公司与博源国贸签署了《反担保协议书》，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远兴销售和控股子公司博源国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补充其流动资金，是保障生

产经营正常运转的有效措施。

远兴销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博源国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

制。 公司与博源国贸签署了《反担保协议书》，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贷款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352,48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47%。 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审批额度为5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

日实际担保余额为34,2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89%和3.34%。

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八届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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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1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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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8月20日的交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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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21年8月

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

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1年8月16日。

（七）出席对象：

1.在2021年8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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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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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1.《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二）说明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7月30日公司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持股5%（不含5%）以

下的股东。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采取现场或信函、传真的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1年8月19日9:00-11:30，14:30-17:00。

（三）登记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证券事务部。

（四）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本

人身份证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

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在2021年8月19日17:00时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

4.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2。

（五）会议联系方式

1.联 系 人：陈月青、王养浩

2.联系电话：0477-8139874

3.联系传真：0477-8139833

4.电子邮箱：yxny@berun.cc

5.联系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证券事务部

6.邮 编：017000

（六）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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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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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83” ，投票简称为“远兴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

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

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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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投票时间：2021年8月20日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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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1年8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为2021

年8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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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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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被委托人有权按自

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姓名（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注：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每项均为

单选，多选无效。

2.此格式的授权委托书剪报、打印、复印件有效。

3.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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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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塘乳业 股票代码 00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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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锋 李嘉旋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香荔路 188�号 广州市黄埔区香荔路 188�号

电话 020-61372566 020-61372566

电子信箱 master@ytdairy.com master@ytdai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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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609,241.99 702,544,356.26 3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466,706.10 60,114,062.78 8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3,567,574.55 61,170,226.20 6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6,069,270.24 88,414,124.63 76.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 0.38 86.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 0.38 86.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5% 5.87%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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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5,058,744.22 1,386,007,486.39 1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34,286,475.91 1,047,334,352.01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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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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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燕塘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97% 64,465,743 0

广东省粤垦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69% 18,401,011 0

广东省湛江农

垦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5.03% 7,916,846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零零三

组合

其他 4.08% 6,421,593 0

陈锦洪 境内自然人 2.31% 3,640,400 0

广东中远轻工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9% 2,028,010 0 质押 2,000,000

UBS�AG 境外法人 0.86% 1,351,637 0

华夏基金华益

3号股票型养

老金产品－中

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1% 1,118,667 0

华夏基金华兴

2号股票型养

老金产品－中

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0% 1,108,250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三零四组

合

其他 0.69% 1,088,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公司和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公司是公司

的关联方，与公司同受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实际控制，该三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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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上半年，公司坚持“精耕广东、放眼华南、迈向全国” 发展战略，立足公司自身优势，深耕传统渠

道，大力开拓新渠道、新市场，积极探索新零售，取得显著效果。 同时，公司持续推动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

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盈利能力。202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760.92万元，同比增长

34.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46.67万元，同比增长85.43%。

公司在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请阅读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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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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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7月19日

以专人送达和短信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7月29日下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公司

董事共8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8人。 其中，非独立董事谢立民先生、杨卫先生以及独立董事朱滔先生以

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志平先生主持，会议

的通知、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等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燕塘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2021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和管理运作的实际情况，编制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全体董事通过表决，一致同意通过本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公司同日召开的监事会审议通过

本报告，全体监事签署了无异议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公

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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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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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7月19日以

专人送达和短信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7月29日下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公司监

事共3人，全部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春锋先生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严文海

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等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

和《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2021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和管理运作的实际情况，编制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 董事会已召

开会议审议并通过该报告。

全体监事经审核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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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通过该报告，并同意据此出具对该报告无异议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书面确认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7月29日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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