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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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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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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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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成五丰 60096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宋宝贤 赵永刚

电 话 010-61595607 0316-3319533转8837

传 真 010-61595618 010-61595618

电子信箱 songbaoxian@vip.sina.com wosbsm@126.com

1.6�公司拟以2015年度末总股本818,700,95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

利0.7元（含税）， 合计分配现金红利57,309,066.85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

配。 本年度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2004年上市以来， 前期主业为畜牧养殖屠宰及食品加工，2013年完成对福成餐

饮的并购重组后主业增加了餐饮服务，2014年再次对大股东旗下宝塔陵园实施并购， 公司

业务内容中增加了经营性墓地，至此公司形成了畜牧养殖及屠宰、食品加工行业，餐饮服务

行业，殡葬服务行业的多主业格局。

主要的产品有：排酸牛肉、鲜奶及奶制品、深加工肉及熟食加工、速冻食品、餐饮服务

等；公司主业拓展之后新增的产品有殡葬服务等。 经营模式方面，公司从畜牧养殖、屠宰

加工、食品加工、餐饮服务形成了一条完整产业链条，产品服务方面互相协助，但产品特点

也存在明显差异。 畜牧养殖以公司+农户方式运作， 屠宰以保证下游客户产品供应按需加

工，食品加工方面以客户为导向，OEM代工兼自主产品开发；餐饮服务的经营模式是以引领

营养健康消费、服务大众为宗旨，从管控品质出发全部采取直营店经营；宝塔陵园以独特的

地理位置、优雅的自然环境、大众的消费价格、个性化的服务理念、前瞻性的服务意识为经

营模式。 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是选对行业，做好品质，创新管理，报告期内公司主要

新增了殡葬服务业， 该行业毛利率较高, 贡献了公司一半的利润。 由于公司行业跨度较

大，分别进行行业说明如下：

（一）畜牧养殖及屠宰加工业 畜牧业属于传统农林牧渔行业，近些年处于逐步向现代

转型的阶段，在国家政策强力推动下，畜牧业已从家庭副业一跃而成为我国农业的重要支

柱产业，但受制于资源及诸多限制因素，综合生产能力及产品有效供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

力挖掘。

（二）食品加工业

食品加工为传统产业，行业周期性也较弱，但方便、快捷的创新产品正逐步走进人们的

餐桌。 公司的食品加工产业立足京津冀，服务京津冀，以做好城市的后厨房为宗旨，生产

营养健康的产品。

（三）餐饮服务行业

餐饮服务行业是是食品行业的下游延伸，食品行业虽属于弱周期行业，但餐饮服务行

业则受经济景气影响较大，在宏观经济增长逐步回落的大背景下，使得前些年高速增长的

行业情景不再，尤其2013年以来政商环境的较大变化对高端餐饮形成冲击，幸运的是公司

经营产品属于大众化火锅行业，消费偏中档，经营尚可，但中式餐饮追求口味变化的特点，

餐饮呈现品牌属地化竞争特点。 物业方面由于商业地产的不景气,行业经营物业寻址较前

些年明显改善，此外行业受人工影响也较大，管控成本也需要不断努力才能胜出。

（四）殡葬服务行业

殡葬服务行业是公司报告期内新增的业务，其属地特征较为明显，与行业紧密相关联

的讯息主要是死亡率、火化率等指标表现，宝塔陵园紧邻北京，受惠于京津冀一体化大的国

家战略，且宝塔陵园建设较为规范，环境较好，竞争力突出，潜在客户群体庞大。 行业目前还

是民政部门计划审批管理，各地区在经营性墓地权限下放和权限运用方面尚存差异，最主

要的影响因素是行业内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非法墓地，对行业健康发展干扰较大，好在行业

所提供产品的特征较为特殊，产品所负载的精神和文化方面内涵较深，公司利润空间有足

够保证，国家也在不断规范行业发展环境，相信会逐步解决这方面的行业发展问题。 同业并

购是公司未来几年内的主题。

三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2,016,341,045.99 1,843,398,161.00 9.38 1,162,121,762.62

营业收入 1,343,812,355.13 1,223,754,790.96 9.81 1,026,673,08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66,380,400.38 131,853,259.88 26.19 90,769,23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8,139,282.79 68,593,586.40 57.65 73,207,21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626,970,187.84 1,507,863,186.92 7.90 885,501,020.5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8,105,639.00 31,675,904.30 714.83 65,458,512.58

期末总股本 818,700,955.00 528,003,281.00 55.06 406,156,370.00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20 0.16 25.00 0.22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20 0.16 25.00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58 13.31 减少2.73个百分点 10.70

四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99,685,557.14 266,183,162.17 446,792,168.83 331,151,46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04,722.24 20,373,554.57 93,533,847.08 30,668,27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615,073.59 17,533,038.14 47,070,494.01 22,920,677.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14,946.98 86,923,497.37 144,526,916.47 22,540,278.18

五股本及股东情况

5.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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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6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08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福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90,697,674 391,171,322 47.78 290,697,674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三河福生投资有

限公司

0 73,795,393 9.01 73,795,393 质押 73,795,393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李福成 10,006,770 27,663,507 3.38 17,656,737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滕再生 0 19,419,839 2.37 19,419,839 质押 19,419,839

境内自

然人

李高生 0 17,656,737 2.16 17,656,737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郭占武 14,600,000 14,600,000 1.7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盛

世成长分级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2,728,593 12,728,593 1.55 0 无 0 未知

三河燕高投资有

限公司

0 11,004,575 1.34 11,004,575 质押 11,004,575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欧永裕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607,726 10,607,726 1.30 0 无 0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新

趋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8,963,682 8,963,682 1.09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李福成是一致行动人，与

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5.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持续低迷的行业形势，公司经营管理团

队带领全体员工，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科学经营，奋发作为，实现了企业持续稳健发

展，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3.44亿元，同比增长 9.81%；实现净利润1.66亿元，同比增长26.19%，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6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6.19%; 实现每股收益0.20

元。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做好城市后厨房的经营理念，围绕京津冀及周边市场，不断研

制、开发市场需求的产品。 公司从冰鲜肉、半成品、成品形成了三大系列400多个品种供市场

选择，市场份额在逐渐扩大。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资产重组工作，完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大股东

福成集团旗下的三河灵山宝塔陵园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的后续工作， 资产重组工作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 公司从此增加了殡葬业务，并成为A股唯一一家参与殡葬业务的上市公司，

扩大了上市公司的经营范围，增强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近2亿元人民币在澳洲收购了牧场，建立了优质肉牛养殖基地，将

放养12000头黑安格斯、和牛等优质肉牛品种，扩大了公司肉牛来源，提升了公司肉牛品质。

报告期内，餐饮业根据大众消费趋势，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引领健康饮食新时尚。 不断

整合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管理团队。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把食品安全生产作为企业的头等大事来抓，牢固树立关爱生命、关

爱健康、关爱安全、关爱质量的理念，坚持不懈地抓食品安全、保食品安全。 在逐步完善内部

控制制度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责任目标分解、落实，针对公司生产车间面广、线长、分

散等特点，以区域、班组、责任人为目标，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位，实施领导干部包点制，班组

长包片制，全员问责制。 使公司的食品安全生产制度日趋完善，员工对食品安全生产的意识

不断增强，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知名度和信誉度在不断提高。

七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

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

及其影响。

不适用。

7.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内的主体包括：?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市隆泰达餐饮配送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呼和浩特市润成餐饮配送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65.12 65.12

三河市福成乐食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市福成乐食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灵山宝塔陵园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福成澳大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福成木兰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九、在其

他主体中的权益” 。

7.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

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965

证券简称：福成五丰 公告编号：

2016-006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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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3月11日以书面

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2016年3月21日上午

9：30，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园区华冠大街12号公

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高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实

际出席董事七人。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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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逐项认真审

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4、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根据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5年度审计报告》，确认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6,380,400.38元，提取盈余公积金1,896,321.47元，加期初未分

配利润324,422,555.54元，扣除本年度内公司分配2014年度现金红利36,960,229.67元，截

止到2015年12月31日，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451,946,404.78元。

公司拟以2015年度末总股本818,700,9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0.7

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红利57,309,066.8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6、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7、审议通过《关于向有关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8、审议通过《关于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审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费用的议案》

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推荐，公司2016年度拟继续聘请北京永拓会

计师事务所为公司的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对公司会计报表、净资产验资、规

范运作等进行审计，并提供相关的咨询业务，聘期一年。

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由股东大会授权审计委员会根据公司业务量、

市场行情等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0、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下一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推荐名单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李福成、李高生、蔺志军、王晓阳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新任董事自2015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生效之日计算，任期三

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1、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换届选举及下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候选人推荐名单

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陈啸虹、刘 昆、杨 赢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新任独立董事自2015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生效之日计算，任期三年。

12、审议通过《关于推选新一届高管人选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公司提名李高生为公司总经理，赵永刚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程静为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两名，由总经理提名，共同组成新一届经营管理班

子。 新一届经营管理班子经新一届董事会选举后生效，任期三年，其任期由新一届董事会选

举通过之日计算。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3、审议通过《关于澳洲子公司增加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4、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三河福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5、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三河福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6、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16年4月12日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园区华冠大街12号公

司会议室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具体事项详见(www.sse.com.cn)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另外，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报告内容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以上1、3、4、5、6、7、8、9、10、11、15项议案须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965

证券简称：福成五丰 公告编号：

2016-007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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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监事会于2016年3月11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2016年3月21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4人，职工监事李玮因公外出未能参加

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出席本次

会议的监事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监事会成员对2015年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6年度审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公司届时将进行换届选举产生第六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由5人组成，其中股东监事2名，职工监

事3名。 经公司股东单位推荐赵文智、李国印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另外根据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胡永强、吴健、吴玉龙作为职工代表大会推荐的职工监事，与股东单

位推荐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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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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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三河福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和《关于设立三河福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为了加快食品健康产业的发展，依托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的校企合作纽带，及公司未

来五年的发展规划和公司现有产品的结构状况， 公司拟设立三河福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负责公司未来的食品营养健康产品产业的生产开发业务。 经营范围：批

发预包装食品生产固体饮料、益生菌（乳酸菌）冻干粉、益生菌（乳酸菌）冷冻制剂食品及保

健品；生产用于食品保健品的酶制剂、新型食品保鲜剂等食品添加剂。 技术推广、技术服务；

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以工商登记为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设立并购基金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及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同意公司与深圳市和辉信达投资有限公

司合伙创立企业的相关文件，为了简化程序、提高工作效率、规避风险，公司决定成立三河

福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负责对外投资业务的项目调研、论证等前期基础

工作。 该公司的设立尚需经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以上信息均以工商部门出具的核准书为准。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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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公司闲置资金进行银行产品

保本理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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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利用公司闲置资金进行银行产品保本理财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

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根据财务部门2015年资金使用状况和2016年财务资金

预算， 确定2016年使用总额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的闲置流动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或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内容如下：

一、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投资的理财产品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产品类型：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类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2)�认购理财产品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3)�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4)�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一年；

2、决议有效期：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所用周转资金的情况下，自2015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3、实施方式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由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公司管理层可在上述授权额度内购买期限在一年以内的保本理财产品，不得进行证券

投资或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尽管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

市场波动的影响。

2、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投资标的为一年以内类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

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

运行。 公司将充分考虑本金的保证性,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将对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3日

股票代码：

600965

股票简称：福成五丰 公告编号：

2016

—

010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澳洲全资子公司增加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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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澳洲子公司增加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公司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购买的牧场

也已经交割完毕，并开始陆续购进架子牛及基础扩繁母牛，因原有投资购买牧场后剩余资

金很少，不能支持未来的购牛计划，需追加资金5000万元。

本次对福成澳大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追加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且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以上对外投资决策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福成澳大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Fucheng� Australia� Investment� Holding� Pty� Ltd

2、追加投资金额：5000万元，全部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3、注册地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4、经营范围：畜牧养殖及收购

5、股东出资情况：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100%出资设立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流动资金主要是原有投资购买牧场后剩余资金很少，不能支持未来的购牛计

划，需追加资金5000万元。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由于追加投资是为了境外子公司购买基础扩繁母牛和种公牛，从而获得未来持续经营

的能力。 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汇率风险、经营风险以及政策性风险，公司将通过有效地经

营策略来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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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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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4月1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6年4月12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园区华冠大街12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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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2日

至2016年4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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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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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4 《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6 《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7 《关于向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8 《关于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9 《关于续聘审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费用的议案》 √

10 《关于设立三河福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下一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推荐名单的议案 应选董事（4）人

11.01 李福成 √

11.02 李高生 √

11.03 王晓阳 √

11.04 蔺志军 √

12.00

关于独立董事换届选举及下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候选人推荐名单

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12.01 陈啸虹 √

12.02 刘 昆 √

12.03 杨 赢 √

1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监事（5）人

13.01 赵文智 √

13.02 李国印 √

13.03 吴玉龙 √

13.04 胡永强 √

13.05 吴健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相关内容详见2016年3月23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和后续披露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9、11、12、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李福成、李高生、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河福生投资

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65 福成五丰 2016/4/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6年4月11日至2016年4月11日

上午8:30-12:00� � �下午14:00-17:30

2、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办理登记。

（3）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或名

称、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信封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信函到达邮戳

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迟于2016年4月11日下午17:30）

3、登记地点：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园区华冠大街12号四楼公司证券部

电话：0316-3316590� � � � � �传真：010-61595618

邮编：065201� � � � � � � � � � � �联系人：李娟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为期半天，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自行安排食

宿、交通费用。

2、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

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经工作人员核对后入场。

3、网络投票期间，如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4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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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0 《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00 《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4.00 《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00 《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6.00 《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00 《关于向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8.00 《关于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9.00 《关于续聘审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费用的议案》

10.00 《关于设立三河福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下一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推荐名单的议案

11.01 李福成

11.02 李高生

11.03 王晓阳

11.04 蔺志军

12.00

关于独立董事换届选举及下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候选人推荐名单

的议案

12.01 陈啸虹

12.02 刘昆

12.03 杨赢

1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3.01 赵文智

13.02 李国印

13.03 吴玉龙

13.04 胡永强

13.05 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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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

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

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

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

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

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

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

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

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

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

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证券代码：

600965

证券简称：福成五丰 公告编号：

2016-008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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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已经由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尚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对上市公司构成暂时的依赖， 但不构成对关联方的永久依

赖。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和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李福成、李高生回

避了表决。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进行，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严重的依赖。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在2015年度与关联方实际发生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对公司及子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5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1、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额 预计发生额

三河福成酿酒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21,472.58 2,000,000.00

三河市福成隆泰水泥有限公司司 采购商品 49,840.00

福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5,797.00

2、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额 预计发生额

河北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696,967.40 200,000.00

福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1,741,825.94 5,000,000.00

三河福成酿酒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5,008.99

三河福成商贸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2,374.00

三河福生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562,419.90

三河市润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56,304.00

三河市润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686.00

3、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情况表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 上期确认的租赁费

李高生 房屋 700,000.00 700,000.00

三河市福英投资有限公司 房屋 600,000.00 440,000.00

三河福成商贸有限公司 房屋 1,892,000.00 1,328,000.00

福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房屋 750,000.00 1,000,000.00

三河福生投资有限公司 房屋 150,000.00

三河市润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房屋 210,000.00

二、预计2016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1、公司向关联方预计采购商品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及决策

程序

2016年度预计发生额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

福成酿酒 采购商品 市场价 2,000,000.00 15.00

2、公司向关联方预计销售商品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序

2016年度预计发生额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

福成房地产 销售商品 市场价 200,000.00 —

福成大酒店 销售商品 市场价 5,000,000.00 —

3、公司向关联方预计租赁情况表

承租方名称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日

租赁费定价

依据

2016年的租赁

费

福成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通辽永安分店

李高生 房屋 2013.4.18 2023.4.17 市场价 700,000.00

福成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燕郊第一分公司

三河市福英投

资有限公司

房屋 2014.9.9 2019.9.8 市场价 600,000.00

福成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燕郊分公司

三河福生投资

有限公司

房屋 2015.10.1 2018.9.30 市场价 360,000.00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燕郊第五分公

司

三河福生投资

有限公司

房屋 2015.10.1 2018.9.30 市场价 240,000.00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燕郊燕高路第

四分公司

三河市润旭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房屋 2015.9.1 2023.8.31 市场价 220,000.00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燕郊第六分公

司

三河市润旭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房屋 2015.10.1 2023.9.30 市场价 550,000.00

三、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三河福成酿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旭

注册资本：800万元

注册地址：三河市高楼镇高庙村北侧

主营业务：白酒酿造、销售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河北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福成

注册资本：14050万元

注册地址：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京哈路北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二手房屋信息咨询；家政服务；家装设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3、福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福成

注册资本：伍亿元

注册地址：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102国道北侧

主营业务：特大型餐馆、宾馆，桑拿浴，浴室，足浴，室内游泳馆，卡拉OK歌厅，体育馆、

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三河市福英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高生

注册资本：10902.80万元

注册地址：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行宫东大街北侧福成五期68号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产进行股权、债券、黄金及房地产项目投资；租赁与商务服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上市公司法人控制的同一企业。

5、三河福成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雪莲

注册资本：19871.5970万元

注册地址：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燕昌路东侧

主营业务：卷烟，蔬菜、水果、花卉、日用百货、家居饰品、针织、鞋帽、服装、箱包、文体用

品；五金、家用电器、摄影器材、手机及配件、钟表及修理、灯饰、黄金珠宝首饰及加工、工艺

礼品、洗衣、化妆品、计生用品、出租柜台；婚纱摄影、玉器及加工；钢筋、水泥及建筑材料。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李高生

姓名 李高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310821970********

住所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大街福成御苑

通讯地址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大街福成御苑

通讯方式 010-6159001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7、三河福生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高生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注册地址：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迎宾路西侧

主营业务：企业资金管理、收购，以自有资产进项目投资（国家限定、禁止投资的除

外）。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8、三河市润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旭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注册地址：三河市燕郊镇京哈公路南小胡庄中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子控制的企业。

四、定价原则和依据

本公司根据牛肉系列产品、肉制品和牛奶制品的市场行情和产品品种、市场销售情况、

产品成本等因素确定产品统一的市场价格对外销售；房屋租赁价格按照地区类别、不同地

块的同类标准参照执行。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情况

1、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白酒是公司餐饮业的正常业务范畴，是双方为了实现资源合理配

置的市场行为，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会产生过度依赖的影响。

2、公司向关联方销售本公司的产品，是供需双方的自主行为，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

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价格，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3、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屋经营餐饮业，以合同约定的方式决定双方的权益，房屋的租

赁价格按照地区类别、不同地块的同类标准参照执行，实现双方的利益最大化，不存在损害

任何一方利益的行为。

六、独立董事意见：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关联交易金额在预计范围，在公司同类交易金额中所

占比例很小，交易定价客观、公允，符合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不会构成公司对关联

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016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内容和关联交易金额是依据2015年度执行情况和

2016年度的发展计划做出的，定价依据和原则未变，同意公司预计的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内容和关联交易额度，同意将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3日

公司代码：

600965

公司简称：福成五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