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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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根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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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拟使
用 2018 年非公开募集资金不超过 26,800 万元、2019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不超过 121,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现就公司使用部
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
（1）2018 年非公开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021 号文《关于核准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
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向大股东江西永联农业控
股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5,987.6049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
发行价 人 民 币 16.58 元 。 截 至 2019 年 6 月 26 日 止 ， 本 公 司 共 募 集 资 金
992,744,892.42 元，扣除发行费用 13,627,324.97 元（公司已于 2019 年 2 月 1 日预付
保荐费 1,500,000.00 元），募集资金初时到账金额 982,317,443.50 元，募集资金净额
979,117,567.45 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26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9]000266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2019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17 号文《关于核准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批复》的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
公司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600 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6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1,800.00 万元，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
民币 158,200.00 万元。 本次发行过程中，发行人应支付承销保荐费、律师、会计师、
资信评级、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978.00 万元（含税金额），发行费用
（不含税） 为 18,660,377.38 元 , 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81,339,622.62 元（壹拾伍亿捌仟壹佰叁拾叁万玖仟陆佰贰拾贰元陆角贰分）。

截至 2020 年 6 月 23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0]00032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8 年非公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额

发展生猪养殖

烈山区古饶谷山村正邦存栏 16,000 头母猪繁殖
场“种养结合”基地建设项目 28,223.26 22,422.58

虞城正邦存栏 32,000 头母猪繁殖场“种养结合”
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28,026.14 22,114.02

偿还银行贷款 偿还银行贷款 54,737.89 54,737.89

合计 110,987.29 99,274.49

未经审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16,991.43 万元，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 27,555.06 万元。

（二）2019 年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潘集正邦存栏 16000 头母猪的繁殖场“种养结合”
基地建设项目 28,234.25 22,431.31

2 广西正邦隆安县振义生态养殖繁育基地项目 32,840.00 26,327.50
3 广安前锋龙滩许家 7PS 种养结合产业园（一期） 12,800.00 10,169.23

4 上思正邦思阳镇母猪养殖场“种养结合”基地建设
项目 13,000.00 10,421.97

5 南华正邦循环农业生态园项目 28,000.00 22,245.20
6 武定正邦循环农业生态园建设项目（一期） 12,858.00 10,215.31

7 正邦高老庄（河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年繁育 70 万
头仔猪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24,683.06 19,788.16

8 达州大竹文星龙门 7PS 繁殖场项目 25,000.00 19,861.79
9 偿还银行贷款 18,539.53 18,539.53

合计 195,954.84 160,000.00
未经审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6,045.00 万元，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 152,155.00 万元。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2019 年 7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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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使用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33,000 万元、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39,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公司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日（2020 年 7 月 16 日）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如果募集
资金使用期限届满或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加快时，公司将及时、足额地将该部分资金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募资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相关公告刊登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35）。

截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分次全
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并已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有
关情况通报了 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发布的《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1）。

四、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所需流动资金也随之增加，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以及减少财务费用，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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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2018 年非公开募集资金不超过
人民币 26,800 万元、2019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21,500 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如果募集资金使用期限届满或募集
资金使用进度加快时， 公司将及时、 足额地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经测算，按现行同期贷款利率，预计可
节约财务费用 6,451.05 万元。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公司
已全部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五、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相关说明和承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生产经营使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没有进行风险投资并承诺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
提供财务资助。

六、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
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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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七、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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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建设，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 2018 年非公开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6,800 万元、2019 年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21,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公司董事会通过该事项之日起计算。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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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
过去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本次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将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使用 2018 年非公开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6,800 万元、2019 年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21,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公司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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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本次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符
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
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计划不
超过 12 个月。

综上所述，国信证券对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表示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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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邦科技”）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
议案》。 现就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淮南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南正
邦”）、广西正邦广联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正邦”）、广安正邦农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安正邦”）、上思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思正邦”）、
南华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华正邦”）、武定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定正邦”）、正邦高老庄（河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高
老庄”）、大竹正邦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竹正邦”）进行增资的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0 年 5 月 29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17 号）核准，公司向
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6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
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6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保
荐费人民币 1,800.00 万元， 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 158,200.00
万元。 本次发行过程中，发行人应支付承销保荐费、律师、会计师、资信评级、信息披
露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978.00 万元 （含税金额）， 发行费用 （不含税）为
18,660,377.38 元 , 扣 除 不 含 税 发 行 费 用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1,581,339,622.62 元（壹拾伍亿捌仟壹佰叁拾叁万玖仟陆佰贰拾贰元陆角贰分）。 该
项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大华验字[2020]0000325 号验资报告。截至公告日，募集资金已使用
6,045.00 万元，当前余额 152,155.00 万元。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募集资金存储在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2020

年 6 月 28 日，公司、保荐人与上述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
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履行状况良好。

截至 2020 年 6 月 23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专户银行名称 专户账户 余额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
行营业部 802010001421026649 158,200.00

三、本次增资情况
根据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发展生猪养殖业务和偿还银行贷款， 项目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额

发展生猪养
殖

淮南正邦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

潘集正邦存栏 16000 头母猪的繁殖场
“种养结合”基地建设项目 28,234.25 22,431.31

广西正邦广联农牧
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正邦隆安县振义生态养殖繁育基
地项目 32,840.00 26,327.50

广安正邦农牧有限
公司

广安前锋龙滩许家 7PS 种养结合产业
园（一期） 12,800.00 10,169.23

上思正邦畜牧发展
有限公司

上思正邦思阳镇母猪养殖场 “种养结
合”基地建设项目 13,000.00 10,421.97

南华正邦畜牧发展
有限公司 南华正邦循环农业生态园项目 28,000.00 22,245.20

武定正邦畜牧发展
有限公司

武定正邦循环农 业 生 态 园 建 设 项 目
（一期） 12,858.00 10,215.31

正邦高老庄 （河南 ）
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正邦高老庄（河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年繁育 70 万头仔猪基地建设项目 （一
期）

24,683.06 19,788.16

大竹正邦农牧有限
公司 达州大竹文星龙门 7PS 繁殖场项目 25,000.00 19,861.79

偿还银行贷
款 偿还银行贷款 18,539.53 18,539.53

合计 195,954.84 160,000.00
公司将通过向实施主体现金增资的方式具体组织实施上述募投项目， 增资金

额分别为：淮南正邦增资 22,431.31 万元，广西正邦增资 26,327.50 万元，广安正邦
增资 10,169.23 万元、上思正邦增资 10,421.97 万元，南华正邦增资 22,245.20 万元，
武定正邦增资 10,215.31 万元、 正邦高老庄增资 19,788.16 万元， 大竹正邦增资
19,861.79 万元。

本次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对象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淮南正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淮南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正华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淮南市潘集区平圩镇李圩村东朱队 9 号

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8 日
经营范围：农作物种植及销售，生猪养殖及销售，农业、畜牧业机械生产及销

售，农业、畜牧技术咨询服务，家禽养殖、销售（种禽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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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1000 100%

公司持有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淮南正邦总资产 1,187.79 万

元， 负债总额 1,203.70 万元， 净资产-15.91 万元；2019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15.91 万元；未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淮南正邦总资产
1,196.22 万元，负债总额 1,212.12 万元，净资产-15.91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
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0.00 万元。

（二）广西正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正邦广联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正华
注册资本：3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陆平村那万新村陆官宗房屋（南宁金宁加油

站斜对面）
成立日期：2017 年 4 月 28 日
经营范围：种猪、仔猪、肉猪的养殖（以上项目具体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销售

（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饲料生产（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与销
售；畜禽养殖技术、咨询、交流、推广服务。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31,000 100%

公司持有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广西正邦总资产 26,463.55 万

元，负债总额 21,628.57 万元，净资产 4,834.97 万元；2019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61,978.87 万元，净利润 3,027.30 万元；未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广西正邦
总资产 84,583.36 万元，负债总额 71,099.38 万元，净资产 13,483.98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549.87 万元，净利润 8,649.01 万元。

（三）广安正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安正邦农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正华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安市前锋区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前锋园区管委会 212 室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7 日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销售；种猪技术咨询服务；水果、蔬菜、中药材（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及限制的除外）、谷物种植、销售；饲料生产、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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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16,000 100%

公司持有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广安正邦总资产 8,487.46 万

元， 负债总额 5,798.81 万元， 净资产 2,688.65 万元；2019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967.81 万元，净利润 2,698.99 万元；未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广安正邦
总资产 14,869.74 万元，负债总额 11,967.88 万元，净资产 2,901.86 万元；2020 年 1-
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15.62 万元，净利润 213.22 万元。

（四）上思正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思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正华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防城港市上思县思阳镇三华桥头红旗林场小区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16 日
经营范围：生猪饲养、销售；机械设备制造、销售；对农业、养殖业、机械制造业

的投资；房屋、土地、机械设备租赁。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2,000 100%

公司持有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思正邦总资产 433.15 万元，

负债总额 433.15 万元，净资产 0.00 万元；2019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

净利润 0.00 万元； 未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 上思正邦总资产 662.45 万
元，负债总额 662.45 万元，净资产 0.00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
元，净利润 0.00 万元。

（五）南华正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华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荣华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龙川镇个私街 38 号
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12 日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销售；机械产品销售；农业、畜牧业、机械制造业的开发；

畜圈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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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鹤庆正邦农牧有限公司 1,000 100%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持有鹤庆正邦农牧有限公司 100%股
权。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南华正邦总资产 1,185.12 万
元，负债总额 201.97 万元，净资产 983.15 万元；2019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 净利润-14.51 万元； 未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 南华正邦总资产
1,985.30 万元，负债总额 1,002.15 万元，净资产 983.15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
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0.00 万元。

（六）武定正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定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荣华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狮山镇罗婺彝寨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29 日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销售；机械产品生产销售；农业、畜牧业、机械制造的开

发；畜圈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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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鹤庆正邦农牧有限公司 1,000 100%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持有鹤庆正邦农牧有限公司 100%股
权。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武定正邦总资产 1,071.59 万
元， 负债总额 73.79 万元， 净资产 997.79 万元；2019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 净利润-2.21 万元； 未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 武定正邦总资产
2,520.65 万元，负债总额 1,551.12 万元，净资产 969.52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
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28.27 万元。

（七）正邦高老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正邦高老庄（河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智毅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它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商丘市睢阳区郭村镇高庄村
成立日期：2017 年 4 月 21 日
经营范围：种猪、仔猪、肉猪的养殖与销售；饲料生产与销售；畜禽养殖技术开

发、咨询、交流、推广服务。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1,800 90%
河南高老庄央厨有限公司 200 10%

公司持有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正邦高老庄总资产 2,327.10

万元，负债总额 508.31 万元，净资产 1,818.79 万元；2019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0.44 万元；未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正邦高老庄总资
产 2,331.30 万元，负债总额 512.50 万元，净资产 1,818.79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
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1,800 8.26%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788.16 90.82%
河南高老庄央厨有限公司 200 0.92%

注：增资价格将按照正邦高老庄（河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31 日经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净资产审计（大华核字[2020]080025 号）的净资产值确定。

（八）大竹正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竹正邦农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正华
注册资本：11,5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街道东大街东段 201 号阳光 .翡翠城二期

D 栋 15-7
成立日期：2017 年 2 月 10 日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销售；种猪技术咨询服务；水果、蔬菜、中药材、谷物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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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11,500 100%

公司持有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大竹正邦总资产 31,851.99 万

元，负债总额 19,883.40 万元，净资产 11,968.59 万元；2019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3,736.54 万元，净利润 732.00 万元；未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大竹正邦总
资产 45,294.76 万元，负债总额 33,754.77 万元，净资产 11,539.99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312.39 万元，净利润-428.60 万元。

五、增资方式及价格
1、公司以 2019 年度可转债发行的募集资金向正邦高老庄（河南）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增资价格将按照正邦高老庄（河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确定， 增资完成后，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股份占比
8.26%、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占比 90.82%、 河南高老庄央厨有限公司占比
0.92%。

2、 其余七家公司以 2019 年度可转债发行的募集资金向下属子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价格将按照各下属子公司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的净资产值确定，上
述七家公司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其直接及间接持股比例之和均为 100%。

六、增资后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公司已在上述拟增资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

与子公司、银行、保荐机构分别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七、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公司 2019 年可转债的募集资金。 公司本次对子公司进行

增资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运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则和发展战略。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及用途等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及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八、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淮南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广西正邦广联农牧发展有

限公司、广安正邦农牧有限公司、上思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南华正邦畜牧发展
有限公司、武定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正邦高老庄（河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大
竹正邦农牧有限公司增资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运营需要， 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
利于改善子公司资产结构，增强业务发展能力，推动公司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上述 8 家下属子公司进行增资。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淮南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广西正邦广联农牧发展有

限公司、广安正邦农牧有限公司、上思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南华正邦畜牧发展
有限公司、武定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正邦高老庄（河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大
竹正邦农牧有限公司增资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的情形。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及用途等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本次可转债募
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监事
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上述 8 家下属子公司进行增资。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淮南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广西正邦广联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广安正邦农牧有限公司、上思正邦畜牧发展
有限公司、南华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武定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正邦高老庄
（河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大竹正邦农牧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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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
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综上所述，国信证券对正邦科技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

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5、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子公司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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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山东罗欣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罗欣”）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克林
霉素磷酸酯注射液上市申请《受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受理通知书》主要内容
申请人：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上市申请

注册类别：化学药品第 3 类
适应症：治疗由敏感厌氧菌、链球菌、肺炎球菌和葡萄球菌敏感株及指定微生

物的敏感菌等引起的严重感染。
受理号：CYHS2000502 国，CYHS2000503 国，CYHS2000504 国。
二、产品简介
克林霉素磷酸酯为克林霉素 2 位羟基磷脂化的衍生物， 注射后在体内经碱性

水解酶水解，形成克林霉素而发挥抗菌活性。 克林霉素通过抑制细菌蛋白质的合成
而发挥抗菌效能，对大多数革兰阳性菌和某些厌氧的革兰阴性菌都有抗菌作用。

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由法玛西亚普强公司（Pharmacia And Upjohn Co）研
发，于 1972 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商品名为 Cleocin

Phosphate 。
目前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原研产品未在国内上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内

共有 74 家企业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批准上市。 山东罗欣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酯
（冻干粉针剂） 于 2011 年批准上市， 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H20113197、 国药准字
H20113198、国药准字 H20113199、国药准字 H20113200。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经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销售。
根据 Insight 数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国内暂无通过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的生产厂家。 山东罗欣本次就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以化学药品

第 3 类仿制药递交上市申请，申请获批后可直接上市销售，视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届时将进一步丰富山东罗欣产品线，提升市场竞争力。

四、风险提示
药物研发具有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且受行业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存在

推进及研发效果不达预期的风险。 药物能否通过审评审批、通过的时间、通过后的
生产和销售情况及对公司业绩产生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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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别提示 ：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14：30 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 日

（星期四）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18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20 年 6 月 17 日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董事

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分别刊
登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福春先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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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业

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16 人， 代表股份数

1,017,372,531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3.4690%。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有 4 人，代表股份数 999,146,884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2.6903%；参加网
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12 人，代表股份数 18,225,647 股，占公司总股份
数的 0.778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获得
通过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订<东北
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议案》

1,017,353,931 99.9982% 0 0.0000% 18,600 0.0018% 是

2.00

《关于修订<东北
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017,353,931 99.9982% 0 0.0000% 18,600 0.0018% 是

3.00

《关于修订<东北
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工作
规则>的议案》

1,017,353,931 99.9982% 0 0.0000% 18,600 0.0018% 是

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修订<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

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

三、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订<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20,111,605 99.9076% 0 0.0000% 18,600 0.0924%

2.00
《关于修订<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111,605 99.9076% 0 0.0000% 18,600 0.0924%

3.00
《关于修订<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
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20,111,605 99.9076% 0 0.0000% 18,600 0.092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继红、王华堃
3.结论性意见：受北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本次股东大会由本所律师视

频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七月三日

制作 董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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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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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发行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申购、配售、分销情况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20 东北证券 CP005
代码 072000170 期限 89 日

起息日 2020 年 7 月 2 日 兑付日 2020 年 9 月 29 日

计划发行总额 15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5 亿元

发行利率 2.25% 发行价格 100.00 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最高申购价位 3.00% 最低申购价位 1.00%
簿记管理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如有）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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