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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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召开了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不超过 12 个
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7 日提前归还上述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00 万元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详细内
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及 2020 年 1 月 9 日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2020-002）。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0,000 万元中剩余的
9,8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
荐机构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 2020 年 3 月 16 日， 公司已累计归还全部 10,000 万元资金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公司在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使用额度未超过
10,000 万元额度，且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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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16 日下午 14：00，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
已于 2020 年 3 月 6 日通过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监事会主席赵雷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情况
经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

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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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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提议，公司拟定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股东大会届次：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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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0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 日上

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20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

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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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 88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并接受

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刊登在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其
中《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
保的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相关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以上提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
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果在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单独列示。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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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并接受关
联方担保的议案》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
2020 年 3 月 30 日，上午 09：30—11：30，下午 14：00—17：00
2、登记地点：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 88 号公司证券部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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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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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0 日下午 17：00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并请进行电话确认，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关于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
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史宇、侯煜玮
联系电话：0535-6726968
传 真：0535-6727161
地 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 88 号
邮 编：264003
2、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准时参会。
4、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遇突

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附：授权委托样本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891”，投票简称为“中宠投

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

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二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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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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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1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 至 11:30 和 13:0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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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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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作为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兹授权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出席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年 月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在会议上代表本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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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年度拟申请综合授
信及贷款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

1、委托人对授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 打“√”为准，对同一审
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其它符号的视同弃权统计。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
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可以自行投票表决，其
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须加盖单位公章。
3、本授权委托有效期：自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委托人：
委托人签章：
签发日期：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证券代码：002891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4
债券代码：128054 债券简称：中宠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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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次担保不收取担保费用。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3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概述
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和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根据公司经营目标及总体发展规划，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 2020年度拟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对资产负债
率在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包括烟台好氏宠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
售有限公司、烟台顽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烟台中宠宠物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南京云吸猫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拟申请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 包括公司、 烟台爱丽思中宠食品有限公司、HAO's HOLDINGS, INC、
CANADIAN JERKY COMPANY LTD，拟申请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此额度内由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综合授信及贷款申请。

公司实际控制人郝忠礼先生、肖爱玲女士、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为上述综合授信及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本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授权
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额度在有
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或其授权代表为公司签
署上述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
资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预计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如本议案获得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公司将在具体发生担保业务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联交易情况
1、郝忠礼先生、肖爱玲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关联董事郝忠礼先生、肖爱玲女士回避表决。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337235643
（2）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3）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蒲昌路 8号
（4）法定代表人：郝忠礼
（5）注册资本：17,000.00万人民币
（6）营业期限：2002年 01月 18日至长期
（7）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宠物食品，并销售公司上述所列自产产品；销售宠物饲料添

加剂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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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20,977.03 101,091.06
负债总额 53,297.33 37,260.21
净资产 67,679.70 63,830.85

财务指标 2019年第三季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6,734.49 53,355.36
利润总额 663.77 3,684.67
净利润 687.32 3,532.69

注：以上数据为中宠股份单体口径。
2、烟台爱丽思中宠食品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136705105608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3）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莱山工业园同和路 27号
（4）法定代表人：郝忠礼
（5）注册资本：6879.0784万人民币
（6）营业期限：2008年 01月 21日至 2028年 01月 20日
（7）经营范围：加工、销售宠物零食（不含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宠物用品，货物（含

肉类进口）及技术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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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9,882.16 25,045.16
负债总额 11,803.07 10,090.75
净资产 18,079.08 14,954.40

财务指标 2019年第三季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3,987.59 49,332.80
利润总额 2,630.26 4,742.02
净利润 1,971.22 3,529.58

3、烟台好氏宠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137063294305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3）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蒲昌路 16号
（4）法定代表人：郝忠礼
（5）注册资本：99.49万人民币
（6）营业期限：1999年 07月 21日至长期
（7）经营范围：畜禽肉骨宠物饲料研发、加工、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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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8,813.00 6,563.73
负债总额 7,234.72 5,676.93
净资产 1,578.27 886.79

财务指标 2019年第三季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4,296.21 21,117.10
利润总额 580.07 36.56
净利润 419.45 -13.86

4、烟台中宠宠物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13059003935U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3）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恒润路 11号
（4）法定代表人：郝忠礼
（5）注册资本：300.000000万人民币
（6）营业期限：2012年 11月 19日至 2032年 11月 19日
（7）经营范围：宠物卫生用品、宠物清洁用品、宠物洗护用品、宠物生活用品、宠物食

品、玩具研发、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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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606.41 701.35
负债总额 1,401.64 1,351.89
净资产 -795.23 -650.55

财务指标 2019年第三季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60.66 756.49
利润总额 -43.29 -164.86
净利润 -43.29 -164.86

5、烟台顽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13694430004U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3）住所：莱山经济开发区蒲昌路 8号
（4）法定代表人：郝忠礼
（5）注册资本：230.000000万人民币
（6）营业期限：2009年 09月 07日至 2029年 09月 06日
（7）经营范围：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兽药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542.78 2,794.72
负债总额 4,599.82 2,791.11
净资产 -57.04 3.61

财务指标 2019年第三季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805.72 5,659.78
利润总额 -52.89 -624.33
净利润 -47.09 -471.74

6、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13670502691T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3）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蒲昌路 8号
（4）法定代表人：郝忠礼
（5）注册资本：300.000000万人民币
（6）营业期限：2007年 12月 12日至 2027年 12月 11日
（7）经营范围：宠物用品生产、销售。 饲料、玩具、工艺品(不含黄金制品)、日用百货、

包装材料的销售；宠物饲养、销售（不含超过 15 公斤观赏犬）；市场营销策划；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6,568.91 6,788.42
负债总额 12,723.44 3,473.55
净资产 3,845.47 3,314.87

财务指标 2019年第三季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5,900.77 21,475.23
利润总额 -292.41 1,803.42
净利润 -177.78 1,339.28

7、南京云吸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7MA1WK2KG09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溧水产业新城科创中心
（4）法定代表人：郝忠礼
（5）注册资本：500.000000万人民币
（6）营业期限：2018年 05月 18日至长期
（7）经营范围：智能设备软硬件技术开发、设计、制作、销售；宠物食品、宠物医疗器

械、宠物用品及其它相关的宠物产品研发、咨询、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电子商务信息
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图文设计、制作；网页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计算机网络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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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815.44 1,501.98
负债总额 2,567.96 2,791.42
净资产 -1,752.52 -1,289.43

财务指标 2019年第三季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76.84 740.85
利润总额 -58.83 -2,365.38
净利润 -58.83 -1,789.43

8、HAO'S HOLDINGS, INC
（1）住所：2400 E FRANCIS ST. ONTARIO, CA 91761
（2）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3）成立时间：2014年 3月 10日
（4）主营业务：股权投资管理、宠物食品的销售
（5）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1,429.02 9,945.65
负债总额 1,137.20 439.65
净资产 10,291.83 9,506.00

财务指标 2019年第三季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040.93 2,385.34
利润总额 125.39 695.94
净利润 -65.26 169.12

9、CANADIAN JERKY COMPANY LTD
（1）住所：UNIT 2,2133 191ST STREET, SURREY, BRITISH COLUMBIA
（2）注册资本：100.00加元
（3）成立时间：2016年 4月 19日
（4）主营业务：宠物零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5）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8,146.46 7,563.39
负债总额 3,062.20 1,866.39
净资产 5,084.27 5,697.00

财务指标 2019年第三季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311.72 335.61
利润总额 -365.98 -2,359.81
净利润 -361.70 -1,314.47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1,150万元，全部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38%。 除上述担保之外，公司及子
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也未发生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中宠股份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并接受关

联方担保事项已经 2020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拟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
资产负债率在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包括烟台好氏宠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烟台顽皮
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烟台顽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中宠宠物卫生用品有限公
司、南京云吸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拟申请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资产负债率
低于 70%的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包括公司、 烟台爱丽思中宠食品有限公司、HAO'S
HOLDINGS,INC、CANADIAN JERKY COMPANY LTD，拟申请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综合授信及贷款申请。 公
司实际控制人郝忠礼先生、肖爱玲女士、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为上述综合授信及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本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

涉及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预计
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 我们认可并同意公司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和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根据公司经营目标及总体发展规划，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年度拟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对资产
负债率在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包括烟台好氏宠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烟台顽皮宠物
用品销售有限公司、烟台顽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烟台中宠宠物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南
京云吸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拟申请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包括公司、烟台爱丽思中宠食品有限公司、HAO'S HOLDINGS,
INC、CANADIAN JERKY COMPANY LTD，拟申请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此额
度内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综合授信及贷款申请。 该事项是为了
满足公司正常资金需求，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拟申请综合授
信及贷款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及贷款额度并接受实际控制人郝忠礼先生、肖爱玲女士、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
司日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该事项已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
的规定，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九、其他注意事项
以上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 实际融资金额在综合授信额度内

以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上述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年度

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核查意见；
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891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5
债券代码：128054 债券简称：中宠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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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人民币 8,000 万元
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不超过 12 个月。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证监许可 [2018]1841 号”文《关于核准烟

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公开发行了 1,942,4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 发行总额
19,424 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
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公司应募集资金总额 194,240,000.00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 10,735,74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183,504,257.00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全部到位，并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验证，并出具了
“和信验字（2019）第 000013 号”《验证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闲置原因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建设期
年产 3万吨宠物湿粮项目 27,000.00 19,424.00 12个月

合计 27,000.00 19,424.00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募集资金专户账面余额为 9,881.81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8,350.43
减：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296.98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0.00
购买理财
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8,242.53
补充营运资金 0.00
加：利息及理财收益、手续费等 70.89
募集资金余额 9,881.81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支付进度晚于建设进度，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资金支付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随着公司业务规模
的不断扩大和产业布局的逐步实现，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营运资金需求也在不
断增加，形成一定资金缺口。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既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亦可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预计可以节约财务费用 350.00 万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资金需求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直接或者
间接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加快时，公司将及
时、足额地归还相关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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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规定，
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在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期限届满之前，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建设
需要，实际投资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随时使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提前归还，以
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
2020 年 3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人民
币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不超过 12 个
月。

（二）监事会审议
2020 年 3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
成本， 同意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8,000 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保
证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

等高风险投资情形。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进行，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的行为，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亦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未违反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人民
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亦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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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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00，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
于 2020 年 3 月 6 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公司董事长郝忠礼先生
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公司拟定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

请的相关议案。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并

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2 票回避表决。 关联董事郝忠礼先生、肖爱玲女

士回避表决。
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和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根据公司经营目标及总体发展规

划，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拟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
度， 对资产负债率在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 包括烟台好氏宠物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烟台顽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烟台中宠宠物
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南京云吸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拟申请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包括公司、烟台爱丽思中宠
食品有限公司、HAO'S�HOLDINGS,�INC、CANADIAN�JERKY�COMPANY�LTD，拟
申请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此额度内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
需求进行综合授信及贷款申请。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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