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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徐自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向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永逸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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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936,877,471.27 6,544,830,238.77 2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42,048,923.34 4,086,148,177.54 1.3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12,902,220.37 172.63% 1,802,030,033.44 16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551,952.88 409.45% 99,284,159.54 34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1,080,575.39 1,223.54% 71,489,679.87 251.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402,077.15 -2,105.63% -292,060,091.79 -2,261.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4 407.41% 0.0862 34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4 407.41% 0.0862 34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0.60% 2.42% 3.4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899,571.1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170,992.0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0,259.9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50,324.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83,350.52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73,677.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36,340.64  

合计 27,794,479.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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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7,56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4% 197,412,938  质押 156,205,000 

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 27,644,584  质押 27,640,000 

海南深兴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14,450,000    

海南冠翔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3% 7,225,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1% 5,843,040    

#谭小燕 境内自然人 0.38% 4,392,800    

#宋朝辉 境内自然人 0.36% 4,118,100    

#梁永智 境内自然人 0.35% 4,083,200    

#谭小娟 境内自然人 0.34% 3,869,000    

刘淑珍 境内自然人 0.29% 3,348,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197,412,938 人民币普通股 197,412,938 

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27,644,584 人民币普通股 27,644,584 

海南深兴贸易有限公司 14,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50,000 

海南冠翔贸易有限公司 7,2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25,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843,040 人民币普通股 5,843,040 

#谭小燕 4,3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4,3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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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辉 4,118,100 人民币普通股 4,118,100 

#梁永智 4,0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4,083,200 

#谭小娟 3,86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69,000 

刘淑珍 3,3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4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至报告期末，前 10 名股东中，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海口永

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海南深兴贸易有限公司、海南冠翔贸易

有限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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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存货 1,294,035,437.05 889,064,734.94 45.55% 
主要原因系本期生长猪存栏增加和新增海口118项目C地块

及罗牛山广场一期、二期项目建设成本。 

在建工程 590,638,139.53 101,416,266.72 482.39% 
主要原因系新建儋州乐满、儋州乐贺、三亚崖州、海口红

明及大致坡猪场。 

生产性生物资产 121,949,259.47 42,083,918.36 189.78% 主要原因系种猪存栏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5,047,488.46 131,108,745.86 64.02% 主要原因系预付在建猪场工程款。 

短期借款 811,000,000.00 69,000,000.00 1075.36% 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29,213,170.93 47,440,404.25 -38.42% 主要系发放2019年度考核绩效。  

应交税费 46,635,785.98 70,246,459.86 -33.61% 主要原因系缴纳土地增值税所致。 

其他应付款 148,406,995.59 94,667,268.04 56.77% 主要原因系新增扶贫项目合作资金和农户养殖押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54,828,600.00 188,678,600.00 88.06% 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长期借款 1,206,271,874.95 673,322,693.70 79.15% 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营业收入 1,802,030,033.44 681,883,180.94 164.27% 
主要原因系出栏生猪销售价格上涨及肉类事业部自营业务

上升所致。 

营业成本 1,511,464,623.74 594,959,432.29 154.04% 
主要原因系出栏生猪销售价格上涨及肉类事业部自营业务

上升所致。 

税金及附加 35,549,508.82 21,107,204.53 68.42% 主要原因系本期土地增值税增加。 

财务费用 50,103,818.18  22,063,455.12 127.09% 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借款利息费用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和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等相关议

案，并于2020年8月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2233）和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编号：202233）。因反馈意见涉及待开发土地在内的房地产业务，

清理工作难度较大、时间较长，综合考虑国家房地产政策及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公司无法在期限内完成清理房地产业务并

注销房地产开发资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

撤回申请材料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材料。（具体内容详见

已披露的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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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

理 
2020 年 08 月 22 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020 年 09 月 01 日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 

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020 年 09 月 15 日 

《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2020 年 10 月 20 日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等

（公告编号：2020-06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罗牛山集

团;徐自力;

钟金雄;胡

电铃;张慧;

朱辉;王瑛;

蔡东宏;毛

耀庭;尹焱

慜;晏敬东;

唐山荣;杨

向雅  

其他

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罗牛

山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徐自力先生根据中国证

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做出如下承诺：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

束。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

资、消费活动。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

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承诺拟公布的公

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6、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

施完毕前，若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

其他新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证监会该等规定

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

诺。7、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

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

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二）公

2020 年

5 月 12

日 

2020-1

0-19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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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

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做出如下

承诺：1 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2、承诺

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3、承

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

活动。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

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5、若公司

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

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完毕

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监管规定，且

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

按照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7、本人承诺切实

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

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

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

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蔡东宏;胡

电铃;罗牛

山集团有限

公司;唐山

荣;王瑛;徐

自力;杨向

雅;张慧;钟

金雄;朱辉 

其他

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罗牛

山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徐自力先生根据中国证

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做出如下承诺：1、本公司/本人承诺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承诺不越权干

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2、承诺切实履

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的相关措施以及本公司/本

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公司/

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公司/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3、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完毕前，

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做出

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新的监管规定，且上述承

诺不能满足证监会该等规定的，本公司/本人承诺届时将

按照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作为填补回报措

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

承诺，本公司/本人同意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

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 规定、规则对本公司

/本人做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二）全体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

切实履行，做出如下承诺：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

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

害公司利益。2、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

行为进行约束。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1

0-19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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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承诺

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挂钩。6、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实施完毕前，若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

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证监

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证监会的最新规定

出具补充承诺。7、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

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

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

任。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

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

规则对本人做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罗牛山集团

有限公司;

徐自力 

关于

同业

竞争、

关联

交易、

资金

占用

方面

的承

诺 

一、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一）为避免与罗牛山直接产生同业竞争，罗牛山

第一大股东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下：“1、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前，

除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外，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直

接或间接从事或经营任何与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构成

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承诺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罗牛

山及其下属子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3、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公司不再持有罗牛山 5%以

上股份之日止，如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进一步拓展产

品和业务范围，本公司将不与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拓

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

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则本公司将以停止经营

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

罗牛山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

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4、如上述承诺被证明

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向罗牛山及其股东赔

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二）为避免与罗牛山直接产

生同业竞争，罗牛山实际控制人徐自力出具了《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1、在本承诺函签

署之日前，除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外，本人控制或投

资的任何公司或者其他经营实体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

与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承诺，除罗牛山及其下

属子公司外，本人控制或投资的任何公司或者其他经营

实体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

2014 年

09 月 15

日 

9999-1

2-31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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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本人不再作为罗牛山实际控制人之日止，如罗牛

山及其下属子公司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人控

制或投资的任何公司或者其他经营实体将不与罗牛山及

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罗牛山

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则将以

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

务纳入到罗牛山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

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4、如上述承

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人将向罗牛山及其

股东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二、第一大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为规范和减少关

联交易，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签署了《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承诺主要内容如下：“1、本公司

/本人将尽量避免本公司/本人以及本公司/本人实际控制

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与罗牛山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

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

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

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2、本

公司/本人将严格遵守罗牛山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

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罗牛山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信息披露。3、本公司/本人保证不会利用关联

交易转移罗牛山利润，不会通过影响罗牛山的经营决策

来损害罗牛山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4、罗牛山独立董

事如认为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实际控制或施加重

大影响的公司与罗牛山之间的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司或

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可聘请独立的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中介机构对关联交易进行审计或评估。如果审计或

评估的结果表明关联交易确实损害了罗牛山或罗牛山其

他股东的利益且有证据表明本公司/本人不正当利用第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本公司/本人愿意就上述关

联交易给罗牛山及罗牛山其他股东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5、本公司/本人承诺对因违背上述承诺或未

履行上述承诺而给罗牛山及罗牛山其他股东和其他相关

利益方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股权激励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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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购买金

额 

本期出售金

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

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

外股

票 

003000 华文食品 2,299.16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5,537.22  2,299.16 0.00 5,537.22 7,836.38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003006 百亚股份 3,278.56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5,922.24  3,278.56 0.00 5,922.24 9,200.8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003009 中天火箭 6,495.88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5,948.70  6,495.88 0.00 5,948.70 12,444.58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003010 若羽臣 5,867.20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5,380.84  5,867.20 0.00 5,380.84 11,248.04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003001 中岩大地 10,495.68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0.00  10,495.68 0.00 0.00 10,495.68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285,892.59 -- 8,121.49 136,292.07  285,892.59 743,196.91 268,454.25 0.00 -- -- 

合计 314,329.07 -- 8,121.49 159,081.07 0.00 314,329.07 743,196.91 291,243.25 51,225.48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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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7 月 0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2020 年 07 月 1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股东总户数 

2020 年 07 月 1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大东海重组承诺 

2020 年 07 月 16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新建项目进展 

2020 年 07 月 2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2020 年 07 月 2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07 月 2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海南自贸港政策及公司海

南国际竞技体育文化娱乐项目

进展等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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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8 月 03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2020 年 08 月 1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08 月 1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2020 年 08 月 1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股东总户数 

2020 年 08 月 1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海南自贸港政策及公司海

南国际竞技体育文化娱乐项目

进展等相关情况 

2020 年 08 月 18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2020 年 08 月 2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08 月 2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08 月 2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08 月 2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08 月 2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08 月 2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房地产剥离方案 

2020 年 08 月 31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半年报情况 

2020 年 09 月 0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股东总户数 

2020 年 09 月 0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2020 年 09 月 08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房地产剥离方案 

2020 年 09 月 08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09 月 0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09 月 1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海南国际竞技体育文

化娱乐项目进展情况 

2020 年 09 月 16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09 月 1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房地产剥离方案 

2020 年 09 月 2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09 月 23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房地产剥离方案 

2020 年 09 月 2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09 月 2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股东总户数 

2020 年 09 月 2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海南国际竞技体育文

化娱乐项目进展情况 

2020 年 09 月 2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房地产剥离方案 

2020 年 09 月 2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房地产剥离方案 

2020 年 09 月 2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海南国际竞技体育文

化娱乐项目进展情况 

2020 年 09 月 2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海南国际竞技体育文

化娱乐项目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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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9 月 3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房地产剥离方案 

2020 年 09 月 3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海南国际竞技体育文

化娱乐项目进展情况 

2020 年 09 月 3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未提供资料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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