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2021/3/27

星期六

B151

Disclosure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兴胜路43号

法定代表人：林亚军

注册资本：2,458.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储存、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58,675.88万元、净资产4,113.5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6,747.48万元、净利润170.06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谷成吉思汗扎兰屯市粮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

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谷成吉思汗扎兰屯市粮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

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27.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大连保税区北良港9层

法定代表人：孙豹

注册资本：369,953.28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粮食贸易、港口物流等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020,770.61万元、净资产127,217.3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401,173.55万元、净利润-4,

791.46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

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

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28.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扎兰屯市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新兴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林亚军

注册资本：6,389.06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粮食(油料)收购、销售;储存;中转;装卸搬运;农作物原包装种子(农作物杂交种、常规作物大田用种、蔬菜及其他小杂粮种

子)销售;化肥销售;农机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89,833.61万元、净资产10,459.9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1,243.16万元、净利润559.29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扎兰屯市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扎兰屯市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29.中宏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A18号503-Z室

法定代表人：孙强

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批发销售保健食品和营养食品等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7,706.55万元、净资产4,025.9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196.11万元、净利润761.72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宏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宏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

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30.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上宏中路17号

法定代表人：马卫东

注册资本：9,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预混合饲料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24,763.48万元、净资产12,380.6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5,490.60万元、净利润3,691.87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

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

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31.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黄石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黄石新港物流工业园新港大道特8号

负责人：周宝珠

主营业务：预混合饲料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879.69万元、净资产155.5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276.29万元、净利润142.27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北京） 饲料科技有限公司黄石分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黄石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

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32.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苏省徐州市沛县经济开发区西环路东侧酒厂南路北侧

负责人：周宝珠

主营业务：预混合饲料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388.97万元、净资产412.6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196.29万元、净利润299.34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北京） 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

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33.中粮（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新疆省昌吉州昌吉市火车站亚欧现代物流园

法定代表人：杨丽君

注册资本：5,289.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71,092.46万元、净资产15,633.1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02,978.77万元、净利润538.65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

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

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34.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金华镇清凉西路66号

法定代表人：曾宪锋

注册资本：76,964.78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大米、挂面、小麦粉、饲料；食品添加剂；生产上述产品的包装材料（不含印刷品）；粮食收购、粮油批发及饲料原料

批发；销售本公司产品，并从事上述产品仓储业务和相关信息咨询服务。 （一发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总资产124,265.79万元、 净资产55,240.80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215,180.65万元、 净利润1,

965.17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

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

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35.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新沙公园路8号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38,053.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358,671.58万元、净资产257,495.0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19,432.58万元、净利润1,

897.34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

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

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36.中粮艾地盟粮油工业（菏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东省菏泽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诚琨

注册资本：2,24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和经营油籽、油料、植物油脂、食用植物油、饲料粮油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46,715.96万元、净资产37,290.9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18,021.77万元、净利润3,454.97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艾地盟粮油工业（菏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

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艾地盟粮油工业（菏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

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37.中粮崇左江州糖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崇左 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左江农场第27栋

法定代表人：陈海军

注册资本：45,66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糖（白砂糖、赤砂糖、原糖）的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45,660.00万元、净资产45,984.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2,489.00万元、净利润621.00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崇左江州糖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崇左江州糖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

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38.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3区龙井二路3号中粮地产集团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晋扬

注册资本：85,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3151,202.00万元、净资产782,476.0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86,307.35万元、净利润86,

519.42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

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

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39.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征仪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马卫东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饲料加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7,923.66万元、净资产3,938.0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5,854.67万元、净利润806.1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

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

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40.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张家港市金港镇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19,50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496,012.26万元、净资产401,418.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667,158.25万元、净利润13,

750.3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

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

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41.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56-34号701室

负责人：董庆杰

主营业务：粮食零售批发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0,599.08万元、净资产1,506.7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7,614.80万元、净利润701.06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

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

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42.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333号1,601室

负责人：李鹏

主营业务：食品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39,870.11万元、净资产-2,263.5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64,347.14万元、净利润451.44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

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

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43.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东省日照市岚山港北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8,415.91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58,335.88万元、净资产114,236.2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46,822.83万元、净利润8,

244.46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

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

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44.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渤海40路510号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26,906.84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253,885.07万元、净资产174,108.9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63,614.37万元、净利润18,

579.8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45.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旗山路

法定代表人：韩伟

注册资本：4,39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86,441.07万元、净资产28,597.1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93,782.05万元、净利润821.45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

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

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46.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4,215.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86,825.30万元、净资产39,158.7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96,327.10万元、净利润1,759.07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

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

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47.中粮粮油工业（荆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青吉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韩伟

注册资本：4,275.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83,263.43万元、净资产40,497.7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91,286.69万元、净利润4,614.93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粮油工业（荆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

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荆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

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48.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沿江路95号

法定代表人：韩伟

注册资本：5,38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04,931.80万元、净资产50,649.2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75,520.67万元、净利润9,

001.11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

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

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49.中粮粮油工业（重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沿江路12号

法定代表人：韩伟

注册资本：33,203.49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53,382.82万元、净资产20,374.8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45,654.74万元、净利润3,058.35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粮油工业（重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

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重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

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50.中粮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香港铜锣湾告士打道262号 中粮大厦28楼2,803室

法定代表人：香港无法定代表人；公司总经理：席守俊、公司董事：吴德勇、刘阳、孙茜

注册资本：2,000.00万港元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进出口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225,947.07万元、净资产-37,542.6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587,742.06万元、净利润

-70,334.2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贸易（香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贸易（香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51.中粮贸易吉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长春市东南湖大路518号鸿城国际大厦A座24层

法定代表人：管彦秋

注册资本：17,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粮食购销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400,564.00万元、净资产31,624.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2,084.00万元、净利润714.00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贸易吉林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贸易吉林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

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52.中粮贸易江苏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阴市经济开发区定山路2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青

注册资本：3,289.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大豆、油菜籽、棉籽、金属材料、建材、日用百货、服装、针织品、纺织品、机械设备的销售；粮食的收购；饲料及原料的收购、销

售；预包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综合货运站（场）（仓储）；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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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41,145.00万元、净资产7,722.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530,092.00万元、净利润4,135.00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贸易江苏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贸易江苏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

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53.中粮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7层

法定代表人：王德忠

注册资本：82,958.32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批发与零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4198,219.00万元、净资产471,416.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811,745.00万元、净利润

104,717.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

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54.中粮米业（巢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港口大道一号

法定代表人：任新宇

注册资本：17,274.96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采购、生产、加工及销售；粮油及其他农副土特产品的储存、加工、烘干；各种米制品、杂粮、杂豆制品及预包装食

品的批发；饲料的批发；货物与技术进出口贸易。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68,441.00万元、净资产43,126.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16,005.00万元、净利润10,

097.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米业（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米业（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55.中粮米业（大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海洋路6号

法定代表人：任新宇

注册资本：19,66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粮食精加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39,622.45万元、净资产29,405.1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0,715.53万元、净利润7,341.35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米业（大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米业（大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

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56.中粮米业（绥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黑龙江省绥化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任新宇

注册资本：24,435.46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大米加工；仓储；塑料编织袋、纸板容器及自产产品的经销。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总资产53,560.73万元、 净资产39,152.48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115,495.29万元、 净利润11,

640.1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米业（绥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米业（绥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57.中粮米业（五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黑龙江省五常市中粮路1号

法定代表人：任新宇

注册资本：18,364.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大米加工，销售自产产品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50,654.72万元、净资产39,104.4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20,985.14万元、净利润16,

193.14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米业（五常）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米业（五常）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58.中粮面业（海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海宁经济开发区施带路33号

法定代表人：张瑞雪

注册资本：45,370.42万港元

主营业务：面粉、挂面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32,465.00万元、净资产38,960.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0,230.00万元、净利润256.00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面业（海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面业（海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59.中粮面业（泰兴）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泰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过泰路8号

法定代表人：张瑞雪

注册资本：5,538.76万港元

主营业务：面粉、挂面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7,243.00万元、净资产20,267.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5,875.00万元、净利润320.00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面业（泰兴）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面业（泰兴）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0.中粮日清（大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旅游路198号

法定代表人：王进

注册资本：7,754.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总资产33,090.16万元、 净资产18,327.05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214,311.54万元、 净利润13,

051.5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日清（大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日清（大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1.中粮饲料（巢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安徽省巢湖市居巢经济开发区旗山路

法定代表人：王龙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饲料，饲料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3,500.00万元、净资产1,100.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7,059.00万元、净利润337.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2.中粮饲料（成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成都市新津县金华镇(工业园区)清凉西路66号

法定代表人：罗飞良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及销售：饲料；粮食收购；销售：微生态制剂、兽药（以上项目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不得开展经营活动）；饲料原

料、饲料添加剂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7,117.37万元、净资产973.1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7,868.70万元、净利润250.97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成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成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3.中粮饲料（新沂）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北京西路36号

法定代表人：池作授

注册资本：4,600.00万港元

主营业务：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生产；粮食收购（按《粮食收购许可证》核定范围）。 饲料原辅材料的购销；谷物批发；谷物仓储及其他

仓储服务；货车租赁服务；销售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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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饲料添加剂销售；生物

饲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质成型燃料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

合微生物肥料研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0,774.00万元、净资产5,232.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0,233.00万元、净利润5.2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新沂）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新沂）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4.中粮铁运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大连保税区北良港中控楼7层

法定代表人：刘杰

注册资本：6,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货物运输代理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22,192.00万元、净资产10,962.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7,153.00万元、净利润1,654.00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铁运物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铁运物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

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5.中粮屯河崇左糖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西崇左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法定代表人：陈海军

注册资本：35,152.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糖（白砂糖、赤砂糖、原糖、药用辅料糖、糖浆）的生产、销售及废蜜、蔗渣、有机肥等制糖副产品的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94,626.75万元、净资产41,838.9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48,376.35万元、净利润2,168.34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屯河崇左糖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屯河崇左糖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

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6.中粮祥瑞粮油工业（荆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荆门市钟祥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韩伟

注册资本：2,932.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71,706.63万元、净资产31,843.3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9,903.19万元、净利润3,452.72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祥瑞粮油工业（荆门）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

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祥瑞粮油工业（荆门）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

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7.中粮新沙粮油工业(东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东莞市麻涌镇新沙港

法定代表人：王朝晖

注册资本：3,485.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88,385.00万元、净资产40,208.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52,666.00万元、净利润7,539.00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新沙粮油工业(东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

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新沙粮油工业(东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

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8.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4层401内422

法定代表人：马王军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0,132.22万元、净资产8,660.0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657.15万元、净利润64.6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

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9.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南区四路（未来科技城）

法定代表人：郝小明

注册资本：25,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食品、生物化工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食品加工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物业管理。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91,374.37万元、净资产82,293.7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9,003.49万元、净利润568.61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

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0.中粮油脂（龙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东省龙口市新港路39号

法定代表人：李诚琨

注册资本：2,00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49,292.77万元、净资产43,745.1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92,930.35万元、净利润890.94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油脂（龙口）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油脂（龙口）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1.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港路39号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94,803.62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94,121.33万元、净资产145,825.6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13,685.42万元、净利润19,

172.3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2.中粮油脂（泰兴）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苏泰兴市滨江北路3号

法定代表人：王云超

注册资本：5,00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24,719.88万元、净资产6,758.8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90,855.18万元、净利润18.11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油脂（泰兴）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油脂（泰兴）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3.中粮油脂（重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龙桥镇

法定代表人：赵华

注册资本：1,20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加工、销售大豆等粮食作物及其副产品；生产销售蛋白饲料、食用油、植物油、食品；销售：粮油；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服务；

在港区内提供货物（1＃泊位：豆粕、食用油；2＃泊位：大豆）装卸服务。（港区内作业危险货物还须取得《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具体

作业危险货物品名、区域范围及方式详见《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经营，货

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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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销售：豆粕、大豆、玉米；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48,143.65万元、净资产47,590.6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51,906.41万元、净利润11,

496.14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油脂（重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油脂（重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4.重庆华悦锦合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大道26号

法定代表人：田维龙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58,489.44万元、净资产28,770.8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366.45万元、净利润3,167.51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重庆华悦锦合实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重庆华悦锦合实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

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5.中粮祈德丰（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滨河路甲1号5层A室

法定代表人：杨英辉

注册资本：29,5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销售饲料、食品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初，总资产18,881.30万元、净资产16,173.1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9,041.40万元、净利润573.3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祈德丰（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

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祈德丰（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

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6.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法定代表人：翁汨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乳制品、饮料、乳制品原辅料等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19,660.00万元、 净资产13,448.00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55,450.00万元、 净利润48,

500.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7.蒙牛乳制品（眉山）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四川省眉山市经济开发区科工园三路

法定代表人：李海飞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乳制品、饮料、乳制品原辅料等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6,070.00万元、净资产4,142.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5,230.00万元、净利润26,520.00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蒙牛乳制品（眉山）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蒙牛乳制品（眉山）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

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8.南平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罗源工业园区南路2号

法定代表人：严生学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饲料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5,764.19万元、净资产3,948.3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0,458.38万元、净利润62.3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平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南平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

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9.宁德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金湾路南8号

法定代表人：严生学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饲料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3,382.07万元、净资产2,629.7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0,041.17万元、净利润89.66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宁德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宁德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

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80.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118号嘉华鑫城A栋10-3

负责人：徐龙

主营业务：预包装食品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6,354.41万元、净资产-1,539.6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4,295.02万元、净利润218.36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

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

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81.中粮饲料（东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东台市东台镇灶南村五组

法定代表人：王龙

注册资本：6,25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制造；粮食收购；粮食销售（不涉及国营贸易，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饲

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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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饲料添加剂销售；生物饲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质成型燃料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合微生物肥料研发；生物基材料

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1,275.33万元、净资产6,640.5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3,935.32万元、净利润-634.05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东台）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东台）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82.中粮饲料（佛山）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工业大道(新境段)3号

法定代表人：秦江帆

注册资本：2,66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销售：饲料及其原料、饲料添加剂；加工：饲料及原料、饲料添加剂。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8,200.00万元、净资产2,800.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1,800.00万元、净利润50.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佛山）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佛山）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83.中粮饲料（黄冈）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工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区唐渡四路中粮大道

法定代表人：罗飞良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饲料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1,065.00万元、净资产8,452.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69.00万元、净利润-482.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黄冈）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黄冈）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84.中粮饲料（黄石）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黄石市阳新韦源口镇韦山村

法定代表人：高树冬

注册资本：60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饲料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1,065.00万元、净资产8,452.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69.00万元、净利润-482.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黄石）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黄石）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85.中粮饲料（荆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荆州市公安县杨厂镇青吉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罗飞龙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饲料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904.00万元、净资产160.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4,478.60万元、净利润-184.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荆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荆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86.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衡水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河北省深州市宾曹乡保衡路西侧

负责人：张顺心

主营业务：主要经营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饲料及其原料、饲料添加剂销售；饲养技术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418.00万元、净资产100.7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1,786.00万元、净利润-1,025.00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衡水分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

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衡水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

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87.中粮饲料（沛县）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徐州市沛县经济开发区西环路东侧、酒厂南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池作授

注册资本：4,200.00万港元

主营业务：配合饲料、浓缩饲料、预混料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粮食收购（按《粮食收购许可证》核定范围）。 饲料原辅材料的购销；谷

物批发；谷物仓储及其他仓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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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1,307.00万元、净资产7,723.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6,216.70万元、净利润-678.70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沛县）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沛县）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88.中粮饲料（日照）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岚山港以北、童海路以东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池作授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饲料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4,089.53万元、净资产688.4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5,556.64万元、净利润-260.79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日照）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日照）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

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89.中粮饲料（张家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张家港保税区南京路8幢1层

法定代表人：王龙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饲料加工生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4,133.01万元、净资产806.5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0,718.67万元、净利润-280.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张家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张家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

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90.中粮饲料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达广场B3座2,405房

负责人：孙峰

主营业务：饲料原料、添加剂零售与批发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179.61万元、净资产-175.6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8,610.37万元、净利润106.76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该公司与我公司长

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交易方（除已特别说明之外）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

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规律，以市场同类交易标的的价格为依据。 交货、付款均按相关合同条款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前已签订协议或合同的，延续双方以前签订的协议或合同。 未签订协议或合同的，根据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待发生交易时

再由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原则，详细约定交易价格、交易内容等事项，协商签订协议或合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类

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必要性分析如下：

（一）玉米

玉米采购关联交易，主要是通过中粮集团在粮源、物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积极开展国内外玉米贸易协同，特别是进口玉米带来的价

格差异，有利于降低产品成本。

（二）乙醇

燃料乙醇的采购与销售关联交易，主要是在互利互惠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中粮集团内部协同，弥补我公司产销缺口，保证燃料乙醇销

售区域的市场供应，同时扩大公司销量，实现进口乙醇的分销创利。

（三）食用油

食用油的采购与销售关联交易，主要是在互利互惠的情况下，加强中粮集团内部协同合作，提高安徽中粮油脂有限公司设备利用率，

增加销售收入，提高油脂公司盈利能力。

（四）饲料原料和食品配料及其他采购及销售

公司与中粮集团旗下公司合作开展饲料原料和食品配料的采购及销售业务，主要是为了利用中粮集团海内外资源优势，降低采购成

本、拓展销售业务，增加公司利润。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事前认审阅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认为：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事项，符合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

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规

律，以市场同类交易标的的价格为依据。 交货、付款均按相关合同条款执行。

上述交易内容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允、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交易

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

此类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要求，作为中粮生化独立董事，事前对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认真审阅，听

取相关人员汇报，就有关事项发布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保障原料供应、扩大销售渠道和业务范围的需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会议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确认函。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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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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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3月22日分别以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召开公司七届监

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书面通知。会议于2021年3月26日如期召开。在保障所有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下，本次监事会会议采用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共3人，参加表决的监事有：孙灯保先生、李颖慧女士、李智先

生，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监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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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部分金融机构申

请授信、融资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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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融资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召开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部分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事

项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资金需求，保障资金安全，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与包括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等在内的

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建立了信贷业务关系。 目前，公司在上述各行均有存量融资业务。

为稳妥周转授信、融资，公司拟继续与上述各行进行2021年度授信、融资相关事项。 具体如下：

1.� 2021年度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3.5亿元综合授信项下融资（含本外币），信用方式，期限不

超过3年（含3年）。

2.� 2021年度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本外币融资（含外币折合人民币），业务品种

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法人账户透支、国内保理、国际贸易融资、非融资性风险参与、开立信用证及融资等，信用方式，期限1年

（含）。

3.� 2021年度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3.4亿元流动资金贷款（含贸易融资等），信用方式，期

限1年（含）。

4.� 2021年度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综合授信项下融资（含本外币），业务品种包括但不

限于流动资金贷款、法人账户透支、贸易融资、融资性保函等，信用方式，期限1年（含）。

5.� 2021年度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法人账户

透支、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95亿元本外币贸易融资和最高不超过500万元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专项额度，信用方式，期限均为1年（含）。

6.� 2021年度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4亿元流动资金贷款，信用方式，期限1年（含）。

7.� 2021年度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综合授信项下融资，其中流动资金贷款不超过5亿元，融

资性保函不超过2亿元。 信用方式，期限不超过2年（含2年）。

8.� 2021年度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信用方式，期限1年（含）。

上述各行融资业务将以公司实际需求为准，择机择优办理，具体融资品种、金额、期限和利率等条款以银企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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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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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召开公司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七届监事会2021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现行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任何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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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

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作为境内上市公司，自 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务部 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及其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8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新租赁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包括：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

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

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

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

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5．按照新租赁准则及上市规则要求，在披露的财务报告中调整租赁业务的相关内容。

公司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批露，不追溯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只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财

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进行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

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

对公司本年度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七届监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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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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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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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和要求。

4.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13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13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时间：2021年4月13日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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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参加现场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

表决权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6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1年4月6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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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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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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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会议地点：安徽省蚌埠市中粮科技综合楼5号会议室。

9.公司将于2021年4月8日（星期四）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1）《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提交。 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1年3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对上述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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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登记

2.登记时间：2021年4月7日9:00－11:30、13:00－17:00

3.登记地点：蚌埠市中粮大道1号中粮科技董事会办公室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

(1)�自然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

(2)�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

股票账户卡；

(3)�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股票账户卡；

(4)�法定代表人以外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人签署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等原件，转交会务人员。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参加现场会议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请见本通知附件2。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

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1。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中粮大道1号

联系人：孙淑媛

联系电话：0552-4926909

传真号码：0552-4926758

电子信箱：zlshahstock@163.com

2.会议费用：本次现场会议预计半天，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按时参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另行通知。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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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930；

2.投票简称为：中粮投票；

3.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提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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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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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13日9: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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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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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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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

议案投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签名：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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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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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出席情况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3月22日分别以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发出召开公司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书面通知。 会议于2021年3月26日如期召开。 在保障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

下，本次董事会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材料同时提交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审阅。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共8人，参加表决的董事有：佟毅先生、李北先生、张德国先生、乔映宾先生、石碧先生、何鸣元先生、李世辉先生和卓敏

女士，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1.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公告》。

2.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3.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部分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部分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事项的公告》。

4.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公司董事张昌新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申请，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发布了《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根据工作

需要，公司拟推荐增补任晓东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已对任晓东女士的学历、职称、工作经历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认为其符合担任董事的任职

资格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董事会将增补任晓东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26日

（上接B15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