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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

率，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订本须知： 

一、公司董事会在本次股东大会筹备工作和召开过程中，应当认真履行法定

职责，维护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全体董事对于股东大会的正常召开负有诚信责任，

保证股东大会依法履行职权。 

二、出席本次大会的对象为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依法享有《公司章

程》规定的各项权利，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依照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行使表决权；

并可对公司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但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 

三、与会人员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的指引，遵守会议规则，维护会议秩序。 

四、股东如要求大会发言，请及时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并登记，由会议

主持人根据会议程序和时间等条件确定发言人员。每位股东发言应在指定位置进

行，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负责、有针对性地集中回答股东问

题，发言和回答时间由会议主持人掌握。 

五、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除公司工作人员外的任何股东不得以任何方式进

行摄像、录音、拍照。 

六、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1）2020 年 1 月 3 日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凡在这一天交易结束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

公司股东。 

（2）凡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出席会议的股东于 2020 年 1 月 9 日 9:00-11:00、

下午 14:00-16:00，持股东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股东代理人另需授权委托书

及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代表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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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送交、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电话

委托不予受理。 

（3）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议案表决时，如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请分别在相应栏内打“√”，未

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

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4）表决完成后，请股东将表决票及时投入票箱或交给场内工作人员，以

便及时统计表决结果。现场表决投票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律师进行现场

表决票统计和监督。 

（5）本次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参会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表决方法  

   （1）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站说明。 

   （2）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

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3）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

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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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0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会议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恒山路 136 号苏垦大厦 12 楼 1208 公司会议室 

会议议程： 

一、工作人员核实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并发放会议材料和表决票 

二、宣布会议开始，向大会报告出席股东人数及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 

三、宣读《会议须知》 

四、审议议案 

1、审议《关于 2020 年度公司投资计划的议案》 

五、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发言，并进行投票表决 

六、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律师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七、休会，工作人员汇总统计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八、根据现场表决及网络表决情况宣读表决结果，并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见证律师宣读股东大会见证意见 

十、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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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 2020 年度公司投资计划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战略发展方向和生产经营

的实际需要，公司编制了 2020 年度投资计划，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20 年，公司及下属单位计划固定资产投资 58,020.84 万元、对外股权投资

1.63 亿元、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2.9 亿元。 

一、固定资产投资 

公司及下属单位 2020 年度固定资产计划投资 58,020.84 万元。其中，公司各

分公司农业基础设施投资 13,782.95 万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 23.8%；五家子

公司生产性投入计划投资 24,854.27 万元，占总投资的 42.8%；非生产性办公设

施设备投入计划投资 3,972.59 万元，占总投资的 6.8%；科研投入计划投资

15,411.03 万元，占总投资的 26.6%。（详见附件 1） 

二、对外股权投资 

2020 年公司及下属单位计划股权投资项目具体如下： 

（一）苏垦农发股权投资项目 

1、PROMIN-12 公司收购项目。公司拟投资 1,800 万元，收购乌克兰

“PROMIN-12”有限责任公司。加快公司农业“走出去”战略落地，稳步探索实施公

司海外市场拓展规划。 

（二）苏垦米业股权投资项目 

1、产业链并购项目。苏垦米业拟投资 4,000 万元，通过收购稻米深加工领

域相关标的公司，加快下游产业链的布局延伸。 

2、苏米研究院筹建项目。苏垦米业拟投资 500 万元，与江苏省农科院、江

苏省沿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苏米研究院。加快“苏米”系列水稻品种繁育

推广，提升苏垦米业产品品质和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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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太阳粮油股权投资项目 

金太阳粮油拟投资 1 亿元，建设食用油精深加工及仓储项目，围绕健康、绿

色、高端食用油的仓储、生产、加工与销售业务，拓展精品粮油业务，提高公司

的竞争力。 

三、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江苏农垦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简称“苏垦农服”）增资

2.9 亿元，进一步提升苏垦农服在农资行业知名度和社会化服务能力，加快推进

公司社会化服务转型升级。增资完成后，苏垦农服注册资本增至 3 亿元，仍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 

投资计划是对全年投资的总体安排，具体投资项目在进行实际投资前，必须

按照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关的决策程序。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 1：苏垦农发 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分类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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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苏垦农发 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按类别）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代码 项目建设内容 

2020 年计划投资 

合计 占比 

分公司农业生产设

施投入 
1 分公司农业基础设施投产 13,782.95  23.8% 

农田水利 1.1 分公司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 2,553.47  4.4% 

设施农业 1.2 分公司设施农业方面投入 57.00  0.098% 

农机购置 1.3 分公司各类农机、农机具购置 1,711.84  3.0% 

烘干线 1.4 分公司烘干线及其配套设施设备投入 4,085.20  7.0% 

水泥晒场 1.5 分公司水泥晒场新建改建 2,306.06  4.0% 

库房 1.6 仓库、农机库、物资库、秧盘库等 2,700.35  4.7% 

其它 1.7 农业基础设施其它投入 369.03  0.6% 

子公司生产性投入 2 子公司新建与改造投资 24,854.27  42.8% 

新建项目 2.1 生产线、厂房新建 22,192.47  38.2% 

技改项目 2.2 生产线改造及其它 2,661.80  4.6% 

非生产性办公设施

设备投入 
3 办公设施设备投资 3,972.59  6.8% 

车辆 3.1 购置农业生产用车，小汽车等 220.00  0.4% 

办公用房 3.2 办公楼房新建或维修 334.11  0.6% 

办公设施设备 3.3 购置办公设施设备 347.41  0.6% 

信息化建设 3.4 信息化软硬件投资 571.07  1.0% 

智慧农业 3.5 智慧农业科技园建设 2,500.00  4.3% 

农科院科研投入 4 
农科院试验楼、生产示范基地、科研仪

器设备等 
15,411.03  26.6% 

总 计  58,020.84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