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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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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须经 2021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已审批的履约担保额度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 2021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2021 年度为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汉世伟”）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 150 亿的担保额度，有效期为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详情请参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21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对外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2）
（二）本次拟新增的担保额度情况
阜阳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阜阳汉世伟”）和蚌埠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
汉世伟”）原来均为汉世伟全资子公司，为满足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国元天
邦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天邦”）向阜阳汉世伟和蚌埠汉世伟进行了增资。 详情请参
见详情请参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4 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上市公司放弃优先
认购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7）
本次增资实施后，阜阳汉世伟和蚌埠汉世伟由全资子公司转变成为控股子公司，不再适用于 2020
年度公司为汉世伟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 150 亿的担保额度，因此其担保额度需重新审议。 公司拟为
阜阳汉世伟和蚌埠汉世伟各自提供 1.5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为 1.71%。上述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为自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 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三）担保事项的审批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阜阳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阜南县经济开发区杨庄花园公租房五楼
法定代表人：严小明
注册资本：5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25MA2NA0JG8B
主营业务：生猪养殖、繁育、销售及技术服务；生猪屠宰及猪肉制品加工销售；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生产、销售；农副产品购销；农作物种植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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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变更正在办理中）：
主要股东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国元天邦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51,000 万人民币
47,300 万人民币

出资比例
51.88%
48.12%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万元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94,199.89
45,617.11
48,582.78
58,302.72
17,761.87
16,822.00
7,840.03
48.43%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2021 年第二季度/
2021 年 6 月 30 日
116,010.15
67,844.58
48,165.57
32,717.62
3,030.22
-260.86
1,683.44
58.48%

经查询，上述被担保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蚌埠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安徽省怀远县榴城镇 BE2 路与新河路交叉口西南角
法定代表人：严小明
注册资本：26,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21343944783E
主营业务：生猪养殖、繁育、销售及技术服务；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销售；生猪屠宰及猪肉制品
加工、销售；农副产品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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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变更正在办理中）：
主要股东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国元天邦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26,000 万人民币
6,800 万人民币

出资比例
79.27%
20.73%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万元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03,653.55
100,235.32
3,418.23
109,139.54
22,402.65
22,294.16
57,000.07
96.70%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2021 年第二季度/
2021 年 6 月 30 日
127,523.01
115,352.07
12,170.94
65,878.5
-15,144.2
-16,249.57
-34,044.17
90.46%

经查询，上述被担保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担保用途
公司向阜阳汉世伟和蚌埠汉世伟分别提供 1.5 亿元担保额度是为了让阜阳汉世伟和蚌埠汉世伟
可以采取赊购的方式购买猪饲料，获得一定的账期，有利于控股子公司减少流动资金占用，更好地开
展业务。
四、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根据每笔借款的实际发生日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确定。
担保协议签署：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苏礼荣先生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本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担保事项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公司将
根据控股子公司实际的运营情况及资金需求严格管控，降低担保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目前担保情况
截至 9 月 15 日，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类型
对参股企业、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的担保
对子公司的担保
合计

担保余额
155,802.00
268,503.00
424,305.00

截止 9 月 15 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24,305.00 万元，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48.32%。
（二）本次增加对参股子公司担保后，公司担保情况
本次增加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后，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类型
对参股企业、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的担保
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合计

担保余额
155,802.00
298,503.00
454,305.00

本次担保后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54,305.0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2020
年末）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1.74%。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提供的担保
总余额 298,503.0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3.99%。
（三）公司 2021 年度担保额度
本次增加对参股子公司担保后，公司 2021 年度可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255.34 亿元（其中对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182.00 亿元，对客户、养殖场（户）、合作伙伴及担保方的担保额度 64.00
亿元，对联营、合营公司担保额度 6.67 亿元，对兴农发牧业原股东担保额度 26,710.38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90.78%。
（四）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担保中，两家水产饲料客户累计发生两笔贷款逾期，
逾期金额分别为 36 万元和 250 万元。
2020 年，公司水产饲料客户发生一笔贷款逾期，金额为 36 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公司已
履行担保义务代偿还逾期贷款 36 万元，并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起诉并获得胜诉，公司将密切跟踪判
决执行结果，保障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2021 年，公司另一水产饲料客户发生一笔贷款逾期，金额为 250 万元。 公司已督促该客户对第二
笔逾期贷款进行及时偿还，截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该客户已偿还全部金额。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向阜阳汉世伟和蚌埠汉世伟分别提供 1.5 亿元担保额度用于饲料款项支付，有利于控股
子公司更好地开展业务，保证其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能够帮助蚌埠汉世伟和阜阳汉世伟降低财
务成本，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另一股东安徽国元天邦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因是由汉世伟和安徽
省人民政府下属企业安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为支持公司产业发展共同设立并由汉世伟
控股的合资公司，相关经营活动及决策均由汉世伟来负责，安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仅出
资但不参与经营，因此安徽国元天邦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不提供等比例担保是合理的。 被担保的控
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且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可对其经营
管理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因此本次担保事项的财务风险可控。
考虑以上因素，董事会认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
担保授权。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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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通威股份出售猪料子公司部分股权
并开展战略合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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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交易概述：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0 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
四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通威股份出
售猪料子公司部分股权并开展战略合作的议案》，拟向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威股份”）出售
猪料子公司部分股权并进行长期饲料供应战略合作。
2、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出售资产交
易未达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本次转让子公司股权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交易的完全实施尚需报相关部门审批，存在审批不通过导致交易失败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本次交易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0 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通威股份出售猪料子公司部分股权并开展战略合作的议案》。
公司拟向通威股份转让安徽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天邦”）49%股权、安徽天邦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生物”）49%股权、盐城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天邦”）51%
股权、南宁艾格菲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艾格菲”）51%股权，蚌埠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蚌埠天邦”）51%股权，湖北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天邦”）51%股权，东营天邦饲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营天邦”）51%股权，交易总额为 19,100 万元。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亦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注册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588 号
4、主要办公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588 号
5、法定代表人：谢毅
6、注册资本：450,154.8184 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207305821R
8、主营业务：饲料加工；猪品加工；屠宰及肉类加工；食品制造业；兽用药品制造；农林牧渔专用机
械制造；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池制造；燃气、太阳能及类似能源家
用器具制造；计算机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上经营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渔业、畜牧业；畜牧
服务业、渔业服务业；兽药经营；太阳能发电；电力供应；电气安装；工程设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环境治理业；商品批发和零售；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进出口业；互联网信息服
务。
9、控股股东：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64,251,948,070.91
32,708,001,760.72
1,866,870,531.51
31,543,946,310.19
44,200,270,334.23
4,713,189,298.29
3,714,738,791.09
1,016,155,968.51
50.91%

2021 年第二季度/
2021 年 6 月 30 日
79,503,980,580.11
45,063,588,715.11
2,007,106,556.42
34,440,391,865.00
26,562,179,612.52
3,785,268,952.61
3,148,257,288.18
3,080,239,712.23
56.68%

（二）交易对方其他情况说明
1、上述交易对手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2、经查询，上述交易对手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49%股权、 安徽天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49%股权、盐城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南宁艾格菲饲料有限公司 51%股权，蚌埠天邦饲料
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湖北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东营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5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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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合预中
标约 2.74 亿元佛山市高明区中心城区核心
区园林环卫服务项目（2021-2026 年度）二标
段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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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佛山市高明区蔚翔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联
合投标，预中标高明区中心城区核心区园林环卫服务项目（2021-2026 年度）二标段，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 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高明区中心城区核心区园林环卫服务项目（2021-2026 年度）二标段；
2、采购人：佛山市高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3、采购代理机构：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明分中心；
4、中标（成交）金额：约 273,550,620.19 元/5 年；

权，标的资产情况如下：
1、安徽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经济开发区浦和产业合作示范区通江大道 001 号法定代表人：孙岳
注册资本：4,834 万元
设立时间：2002-04-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523737323154H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粮食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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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渔业料销售；生物料研发；饲料添加剂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股东：
股东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
2021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04,790,359.02

104,238,008.89

负债总额

85,445,514.24

85,595,514.24

应收账款

-

-

净资产

19,344,844.78

18,642,494.65

100%

4,834 万人民币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655,155.22

-702,350.13

净利润

-655,155.22

-702,35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97,248.98

8,680,041.87

资产负债率

81.54%

82.12%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21,114,229.60
38,906,027.29
6,827,453.37
82,208,202.31
377,884,577.49
16,439,985.43
16,248,922.58
4,495,487.19
32.12%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账款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2021 年第二季度/
2021 年 6 月 30 日
167,177,615.91
71,954,848.57
29,902,909.02
95,222,767.34
246,303,264.96
13,673,704.32
13,014,565.03
-10,368,743.41
43.04%

截至董事会召开日，公司不存在为安徽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以
及安徽天邦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
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公司 2021 年已为安徽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水产饲料客户提供了 920 万元的担保用于购买安
徽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饲料，其中 490 万元担保是发生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前的，公司将密切
跟踪客户还款情况并待担保到期后不再提供担保； 其余 430 万元担保是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以后发
生的，如果该部分客户发生违约导致公司需履行担保责任，通威股份将补偿公司为履行该笔担保责任
向银行支付的金额。
经查询，安徽天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安徽天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经济开发区浦和产业合作示范区通江大道 001 号-2
法定代表人：孙岳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设立时间：2008-12-2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523683613999Q
主营业务：豆粕、菜粕、饼粕加工；浓缩料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水质处理工程用菌剂、生物混凝
剂、生物脱色剂、生物除臭剂、水质稳定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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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
股东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100%

认缴出资额
1,000 万人民币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4,890,984.53
4,174,232.77
165,407.35
30,716,751.76
58,975,923.20
7,320,475.71
6,921,849.84
3,485,300.91
11.96%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账款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2021 年第二季度/
2021 年 6 月 30 日
36,455,382.45
3,918,176.15
1,262,582.27
32,537,206.30
26,302,453.73
1,813,778.69
1,820,454.54
935,605.98
10.75%

截至董事会召开日，公司不存在为安徽生物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以及安徽生物占用公
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交易完成后，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况。
经查询，安徽生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盐城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盐城市盐都区盐龙街道龙乘南路 7 号（D）
法定代表人：孙岳
注册资本：6,498 万元
设立时间：2006-01-1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378559352X9
主营业务：饲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水产和畜禽饲养技术咨询服务，粮食收购与销售，农副产品收
购（除鲜茧），租赁期内的水产养殖场开发与经营，租赁期内的鱼塘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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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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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0%

6,498 万人民币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530,369.49
132,552,360.05
68,978,009.44
533,143,572.97
14,531,717.10
10,468,695.09
2,578,734.29
65.77%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账款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2021 年第二季度/
2021 年 6 月 30 日
396,122,478.62
318,798,655.73
1,722,413.39
77,323,822.89
394,583,896.95
10,277,322.09
8,345,813.45
14,760,343.65
80.48%

截至董事会召开日，公司不存在为盐城天邦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以及盐城天邦占用公
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交易完成后，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况。
公司 2021 年已为盐城天邦水产饲料客户提供了 250 万元的担保用于购买盐城天邦饲料。 该笔担
保发生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以后，如果该客户发生违约导致公司需履行担保责任，通威股份将补偿公
司为履行该笔担保责任向银行支付的金额。
经查询，盐城天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南宁艾格菲饲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亮岭一街 5 号
法定代表人：周端阳
注册资本：6,100 万元
设立时间：2010-07-2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8559430159Y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的生产（以上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
期内经营）、销售、研发及相关服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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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股东
广西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100%

认缴出资额
6,100 万人民币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67,800,581.73
25,820,366.75
19,413,701.04
41,980,214.98
248,159,006.93
6,805,574.00
6,530,884.21
1,163,338.60
38.08%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账款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2021 年第二季度/
2021 年 6 月 30 日
75,783,074.86
31,053,282.32
22,766,431.87
44,729,792.54
145,833,038.74
2,684,248.86
2,749,577.56
426,663.32
40.98%

截至董事会召开日，公司不存在为南宁艾格菲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以及占用公司资金
等方面的情况；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经查询，南宁艾格菲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蚌埠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榴城镇 BE2 路与新河路交叉口西南角
法定代表人：张明星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设立时间：2021-06-2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21MA8MWJG938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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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粮食收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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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持股比例
100%

认缴出资额
5,000 万人民币

为了顺利推进本次交易，公司设立了蚌埠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专门用于承接蚌埠汉世伟食品
有限公司饲料分部（以下简称“汉世伟饲料部”）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以及其经营所需的其他全部经营
性资产和负债。
此处列示汉世伟饲料部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账款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2021 年第二季度/
2021 年 6 月 30 日
73,194,647.19
73,194,647.19
100.00%

截至董事会召开日，公司不存在为蚌埠天邦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以及蚌埠天邦占用公
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交易完成后，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况。
经查询，蚌埠天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湖北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黄石港区江北管理区策湖渡口村 10 号
法定代表人：张秀敏
注册资本：600 万元
设立时间：2007-04-0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0079877512XJ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研发、生产、销售饲料产品。 （涉及行业许可持证经营）
主要股东：
持股比例
100%

认缴出资额
600 万人民币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7,306,381.07
10,169,756.64
864,784.08
7,136,624.43
111,215,717.88
953,934.20
963,897.25
166,815.00
58.76%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账款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2021 年第二季度/
2021 年 6 月 30 日
30,046,760.28
22,803,485.67
10,685,059.60
7,243,274.61
68,189,966.04
-50,406.71
146,753.52
886.94
75.89%

截至董事会召开日，公司不存在为湖北天邦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以及湖北天邦占用公
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交易完成后，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况。
经查询，湖北天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东营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永安镇博新路与经四路交叉口北侧 50 米路西乐安村镇银行 309 室
法定代表人：沈广戈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设立时间：2020-06-1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21MA3TB20X4J
主营业务：饲料、饲料添加剂的技术研发、生产、销售；畜禽、水产养殖、销售及技术服务；农产品购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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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股东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06 月 19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认缴出资额

项目

股东
湖北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持股比例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股东
蚌埠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

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持股比例
100%

认缴出资额
2,000 万人民币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5、服务期限：“3+2”年（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服务期为 3 年的服务合同，若供应商在第一个 3 年服
务期内通过绩效考核的，采购人与供应商依法延长 2 年合同服务期）；
6、服务内容：包括西江以西，怡乐路以北（含怡乐路），广明高速以南，祥福路以东；包含范围内的
城中村、自然村：河江村（怡乐路以北）、西黎（怡乐路以北）、新村、阮涌、苏村湾渡、古杨、丹冲、罗岸、甲
介、官棠、马宁、沙寮、古椰 、会江、白土屋、江美、格坑等服务范围内的环卫保洁、垃圾清运、公园水体养
护、绿化养护、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建立智慧环卫管理系统的软硬件运行平台，以及项目有关其他要
求。
二、 项目公示的内容
详见广东省政府采购网（网址：https://gdgpo.czt.gd.gov.cn/）发布的《高明区中心城区核心区园林环
卫服务项目（2021-2026 年度）中标（成交）结果公告》。
三、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公示的项目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对后续市场开拓产生积极影响，并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 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取得高明区中心城区核心区园林环卫服务项目（2021-2026 年度）二标段的
《中标通知书》，公司能否取得《中标通知书》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上述项目为公司与佛山市高明区蔚翔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联合投标，后续项目工作将继续由两
方联合完成，项目风险与收益亦由两方共同承担。
3、本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截至董事会召开日，公司不存在为东营天邦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以及东营天邦占用公
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交易完成后，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况。
经查询，东营天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猪料股权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出售的资产范围及交易作价
本次出售的资产范围包含安徽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49%股权、 安徽天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49%股权、盐城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南宁艾格菲饲料有限公司 51%股权，蚌埠天邦饲料
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湖北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东营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51%股
权。
根据 2021 年 6 月 30 日猪料标的公司的审计和资产评估结果（采用资产基础法），双方协商确定，
猪料股权转让的交易对价总额为 19,100 万元， 具体每家猪料标的公司的估值和涉及的股权转让价格
如下表所示：
猪 料 标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
公司估值（元）
的公司 净资产（元）

转让比
股权转让价格（元）
例

具体出让方 （收款
方）

安徽天
95,222,767.34
邦

122,695,830.79

49%

60,000,000.00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

安徽生
32,537,206.30
物

46,797,681.99

49%

23,000,000.00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

盐城天
77,323,822.89
邦

120,022,533.69

51%

61,200,000.00

天邦股份

南宁艾
44,729,792.54
格菲

56,544,547.20

51%

29,000,000.00

广西汉世伟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

蚌埠天
0
邦

5,544,608.34

51%

2,800,000.00

蚌埠汉世伟食品有
限公司

湖北天
7,243,274.61
邦

8,595,454.83

51%

4,400,000.00

湖北汉世伟食品有
限公司

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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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9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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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30 日（星
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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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
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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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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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9 月 23 日。
7、出席对象
（1）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1 年 9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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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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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会议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南京国家农创园公共创新平台 B 座。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
会议（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本次会议的提案为：
1、 关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2、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部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3、关于增加对参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6、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7、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以上提案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其中提案 3、提案 4、提案 5、提案 6 为特别决议提
案，须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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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提案为普通决议提
案，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议案有关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为便于股东进行投票表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编码如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100

东营天
18,642,494.65
邦
合计

275,699,358.33

20,849,045.65

51%

10,600,000.00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

381,049,702.49

-

191,000,000

-

（二）资产交易的相关说明
1、为了顺利推进本次交易，公司设立了蚌埠天邦，蚌埠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饲料分部的全部动
产、债权、债务，汉世伟饲料部经营所需的其他全部经营性动产）转让至蚌埠天邦，汉世伟饲料部用于
生产经营的固定资产出租予蚌埠天邦，并协助蚌埠天邦取得开展猪料生产、销售业务的相关资质、证
照。
2、双方同意，在业务承接中，就涉及符合使用条件的猪料原料物资及生产物料，相关方可按市场
价格进行交易处理。
（三）付款安排
1、猪料股权交易付款安排
双方约定，购买资产的相关对价采用现金方式分期支付：
第一笔付款，在约定的第一笔付款对应的先决条件满足通知出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通威股份
应向公司支付猪料交易对价的 80%，即人民币 15,280 万元。
第二笔付款，在约定的第二笔付款对应的先决条件满足通知出具后 5 个工作日内，通威股份应向
公司支付猪料交易对价的 20%，即人民币 3,820 万元。
（四）付款先决条件
1、猪料股权交易付款先决条件
第一笔付款先决条件：猪料标的公司基于基准日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已经正式出具，且本次交
易已经天邦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二笔付款先决条件：
1）猪料内部整合完成；（1）汉世伟饲料部所有之机器设备均已经交付蚌埠天邦占有，将完整的客
户清单、人员、以及其他业务资源向蚌埠天邦完成移交（2）蚌埠天邦已经与蚌埠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
签订经通威确认的租赁协议，约定蚌埠天邦承租汉世伟饲料部生产经营所需的所有土地、房产（3）汉
世伟饲料部所有之债权、债务、猪料业务合同已经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由汉世伟饲料部转让
至蚌埠天邦（4）蚌埠天邦已经取得猪料内部重组前汉世伟料部猪料生产所必须的经营资质；（5）公司
持有的商标已经不可撤销地无条件地在通威股份作为南宁艾格菲股东的期间内无偿授权南宁艾格菲
进行使用。
2）猪料标的公司与天邦股份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往来款（包括但不限于其他应收账款、其他应付账
款）、其他债权债务、或有债权债务已经清偿完毕；
3）通威股份就本次交易向有权反垄断机构进行了经营者集中申报，并已取得其审查同意决定；
4）股东登记已经完成。
（五）竞业禁止
公司和通威股份同意，交割日后 5 年内，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邦辉不再且应当促使其关联方
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近亲属不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猪料生产、销售等相关业务。
（六）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指基准日起至股东登记完成之日。 过渡期内猪料标的公司损益归通威股份和公司按照股
东登记完成后在各猪料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享有，但过渡期内盐城天邦、安徽天邦、安徽生物关于水
产料业务的损益的承担和享有按照双方于 2021 年 9 月 1 日签订的《水产料合作协议》执行。
（七）应收款项回收
若猪料公司应收款项无法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回收， 通威股份将有权将未回收的应收款
项金额扣除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净损失， 在猪料第二笔付款中予以扣减或由天
邦股份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全额支付给通威股份。
（八）有关担保情况
公司将对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合资公司、通威股份下属公司的饲料采购提供担保，公司
下属公司未能按期支付货款时由公司及时（即逾期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代为支付。
为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的饲料采购提供的担保已经在公司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审批的公司为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 150 亿的担保额度内， 无需单独审
议。 同时公司将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为汉世伟控股
子公司阜阳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和蚌埠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的饲料采购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分别为
1.5 亿元人民币。
（九）关于回购的约定
交易双方约定首次合作期限为协议生效之日起五年。
除非双方另行达成一致，若发生下列任一情形，双方应当在该任一情形发生后五天内启动关于是
否继续经营猪料标的公司的协商，若双方经协商一致决定不再经营任一猪料标的公司，或者在上述协
商启动后五天内仍未就是否继续经营猪料标的公司达成一致， 则天邦股份应当立即聘请经双方认可
的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对猪料标的公司开展并尽快完成审计和评估工作；（ii）在上述审计、评估报告
出具之日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以届时双方认可的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猪料标的公司的净资
产金额为基础向通威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全部猪料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并签署股权回购协议：
(a)《猪料长单合作协议》签署后五年届满；
(b)《猪料长单合作协议》解除。
自该《回购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天邦股份应当向通威股份支付股权回购对价的 80%；
自通威股份收到第一笔回购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双方应共同配合并完成回购相关的工商股权变
更登记；自回购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天邦股份应当向通威股份支付股权回购对价剩余
的 20%。
（十）关于盐城天邦的约定：
双方同意，若盐城天邦在基准日后五年内被政府要求拆迁，则盐城天邦应当被清算，除土地增值
损益由公司单独享有以外，其他资产均根据盐城天邦届时股东的持股比例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向股东分配。
（十一）违约及赔偿责任
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或没有履行其在本协议的陈述、保证、义务或责任，即构成违约行为。
任何一方同意偿还、 赔偿并使另一方免遭关于或起因于或相关于或附带于该方任何违反在本协
议项下的任何陈述或保证，或该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与造成另一方损失的任何
责任有关的任何种类的任何和所有的权利主张、诉讼、债务差额、估价、责任、损失、损害、费用、开支、
判决和和解（包括合理的律师费）的损害。
如本次交易未能获得经营者集中申报核准， 或其他必要的监管事项未获得有监督管理权的政府
部门核准或备案，而致使本协议被解除的，协议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五、拟签署的《猪料长单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基于合作共赢原则，双方拟开展猪饲料长期采销业务，并签署长单合作协议。 双方约定，未来公
司所需的猪饲料全部向蚌埠天邦或双方合资公司购买，公司下属公司根据自身需求提供生产配方。 若
蚌埠天邦和合资公司产能不能满足的部分，由蚌埠天邦指定的通威股份全资或者控股的公司购买；仍
不能满足的部分由公司下属公司、蚌埠天邦与蚌埠天邦指定的第三方签署三方协议，由蚌埠天邦指定
第三方供应饲料。
2、公司猪饲料所需配方、核心料、发酵料优先使用安徽天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安徽天邦饲料科
技有限公司产品， 在公司认可的条件下可选择使用通威股份核心料产品或公司认可的其他核心料产
品。
3、采购饲料定价方式为饲料配方成本、加工费、损耗等除包装外的所有费用计算吨成本。
（1） 原料结算价格以饲料供应方提供的结算月原料库存加权平均价并经公司下属公司确认后为
准。
（2）单品种原料价格不能高于市场当期价格（除双方约定外），如大宗原料价格偏离行业平均价格
50 元/吨以上，双方将按汇易网或双方认可行业内平台提供的市场均价重新协商定价方式。
（3）若期间市场行情（如能源价格、劳动力价格或其它因素）和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化，经双方协
商一致，可对加工费进行相应调整。
4、供需双方指定人员在每月 10 号前按规定进行核账，供需双方确认账单后，公司下属公司应在
取得相应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后， 于提货后第四个月的 5 号前向合资公司或通威股份下属公司以现金
形式结清第一个月饲料款项（如遇法定节假日时间顺延）。 公司下属公司与蚌埠天邦指定第三方在确
认账单后的具体结算方式按照公司下属公司、 蚌埠天邦及蚌埠天邦指定第三方签订的具体三方协议
执行。
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均为股权资产，标的资产与其员工的劳动关系不受本次交易影响，本次交易
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 交易完成后不涉及产生关联交易或产生关联人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猪料子公司部分股权并与通威股份开展猪料供应业务合作是公司与通威股份战略合作
的内容之一，旨在与通威股份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协同，为双方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共
同推进行业的健康持续协同发展，共同营造良好的行业发展秩序。
出售猪料业务后，公司将聚焦生猪养殖及配套动物源食品产业链打造，强化生猪育种、育肥技术
及过程管控，向社会、向合作伙伴、向客户提供绿色、安全、美味的动物源食品，以实现“以食为天，应和
立邦”的价值使命。
本次交易预计将产生税前资产处置收益约为 0.6 亿元，计入公司 2021 年度的当期损益，最终数额
以 2021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数据为准。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对于持股比例降低到 49%的参
股子公司将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核算。
通威股份实力雄厚，资金充裕，资产负债率较低，公司此次股权出售款无法收到的风险较小。
八、监事会意见
本次交易及合作事项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生猪养殖及配套动物源食品产业链打造， 符合公司
长远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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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6.00
7.00

总提案
关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部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增加对参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 勾的栏 目可 以
投票
√
√
√
√
√
√
√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
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
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
2、现场登记时间：2021 年 9 月 23 日上午 8:30 至 12:00、下午 13:00 至 17:00
3、现场登记地点：公司证券发展部。 信函登记部门：公司证券发展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
样；信函邮寄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南京国家农创园公共创新平台 B 座；邮编：211800；
4、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在规定的登记时间进行登记。
5、会议联系方式：联系人：章湘云、戴璐
电话：025-58880026
会议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南京国家农创园公共创新平台 B 座。
电子邮箱：wangxy@tianbang.com
6、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投票流程请见本股东大会通知的附件
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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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124”。
2、投票简称：“天邦投票”。
3、提案设置及填报表决意见。
（1）提案设置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总提案
关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部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增加对参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 勾的栏 目可 以
投票
√
√
√
√
√
√
√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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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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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30 日的交易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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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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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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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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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2021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
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总提案
关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并将部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关于增加对参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同意
可以投票
√

反对

弃权

√
√
√
√
√
√
√

委托方（签字或盖章）：
委托方居民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方持有股份性质和数量：
委托方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1、如欲对提案投赞成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对提案投反对票，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对提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2、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3、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上述表格式列示）；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
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4、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
附件 3：
股东登记表
截至 2021 年 9 月 23 日下午 15:00 时交易结束时，本公司（或本人）持有 002124 天邦股份股票，现
登记参加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单位名称（或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有数量：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124

联系电话：
股东帐户号：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118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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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20 日上午 10：00 以通
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张邦辉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通威股份出售猪料子公司部分股权并
开展战略合作的议案》。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生猪养殖及配套动物源食品产业链打造，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
略。 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事项。
《关于向通威股份出售猪料子公司部分股权并开展战略合作的的公告》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刊登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2021-119。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公告编号：2021-121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1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临
时提案暨召开 2021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补充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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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117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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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已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
召开，会议决议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召开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度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1 年 9 月 20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邦辉先生的《关于提请增加 2021 年度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 2021 年 9 月 2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临时
会议）审议的以下议案作为临时提案增补到公司 2021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经核查，张邦辉先生现合计持有本公司 21.84%的股份，其提案内容未超出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及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且提案程序亦符合《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除上述增加临时议案外，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刊登的《关于召开 2021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列明的其他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登记方法等相关事项均保
持不变。
公司现对 2021 年 9 月 15 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2021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补充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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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20 日上午 10：00 以通
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苏礼荣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6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6 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会议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通威股份出售猪料子公司部分股权并
开展战略合作的议案》；
为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协同， 公司拟向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旗下猪饲料全部资产及业务 51%
股权 （其中生产核心料的安徽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和生产发酵料的安徽天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转
让 49%股权）未来公司全部饲料需求托付给双方合资公司及通威股份，通威股份承诺向公司供应安全
可靠、性价比高的饲料产品。 交易标的总价为 19,100 万元。
《关于向通威股份出售猪料子公司部分股权并开展战略合作的的公告》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刊登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2021-119。
二、会议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 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1-120。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2 日

3、采购代理机构：北海市政府采购中心；
4、中标金额：38,611,998.00 元；
5、服务时间：3 年；
6、服务内容：
（1）保洁范围：实施环境卫生清扫保洁的范围是全岛主次干道、各村庄过村道路（不含村中、村屯
道路）、南湾、东湾社区大街小巷、海（沙、岩）滩，(除了封闭管理的景区景点及村庄道路外)沿线可视范
围 50 米内；
（2）公厕：红旗街公厕、南湾街公厕、东湾街公厕、南湾芒街公厕，共 4 座公厕；
（3）垃圾收集、清运、压缩及转运；
（4）绿化管护及保洁。
二、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公示的项目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对后续市场开拓产生积极影响，并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 风险提示
该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且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周期，在实际履行过
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可能导致合同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或终止
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002973
债券代码：128138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公告编号：2021-125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约
3861 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涠洲岛旅
游区环境卫生绿化管护作业市场化服务公
开招标采购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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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区环境卫生绿化管
护作业市场化服务公开招标采购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区环境卫生绿化管护作业市场化服务公开招标采购；
2、采购人：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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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