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156         证券简称：养元饮品         公告编号：2021-006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的通知于 2021 年 4月 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 2021年 4月 23日在

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姚奎章先生召

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讨论并总结了 2020年度的工作情况，形成了《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董事长姚奎章先生代表董事会作《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就 2020 年度工作情况作了总结，形成了《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下简称“指定媒体”）披露的《养元饮

品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总经理范召林先生向董事会总结了 2020 年度的工作情况并作了 2021

年度的工作部署，形成了《公司 2020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608,679.55万元。公司 2020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2元（含税）。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

总股本126,549.36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51,859.23万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96.24%。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养元饮品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编号 2021-008）、《养元

饮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滁州养元饮品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子

公司安徽滁州养元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子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

为人民币 38,152.56 万元。滁州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向股东（母

公司）分配现金股利 38,000.00万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养元饮品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子

公司河南养元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子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

民币 25,730.79 万元。河南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向股东（母公司）

分配现金股利 25,000.00 万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鹰潭养元智汇饮品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子

公司江西鹰潭养元智汇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子公司”）期末可供分配

利润为人民币 22,174.95 万元。江西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向股东

（母公司）分配现金股利 22,000.00万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8年 12月 7日颁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

（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根据要求，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租赁

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不存在需要追溯调整的承租业务，不影响公

司 2020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

合理变更，对公司当前及前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养元饮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编号 2021-009）、《养元饮品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

表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的规定，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务指南》（上证函〔2020〕1766号）的要求，公司

制作了《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与要求，公司编制了《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养元饮品 2020年年度报告》、《养元饮品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构成为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两部分，其中基本薪酬

如下：总经理：180 万元/人民币（税前）；董事会秘书：30万元/人民币（税前）；

财务总监：30万元/人民币（税前）。基本薪酬不含董事津贴，绩效薪酬根据每

年绩效考核情况确定。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养元饮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该议案关联董事范召林、邢淑兰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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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与要求，公司编制了《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养元饮品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养元

饮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衡水总部年产 20万吨营养型植物蛋白饮料项目”和“营



销网络建设及市场开发项目”已实施完毕，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

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63,434.56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及业务发展。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

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未违反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在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上述资金转入自有资金账户。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养元饮品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编号 2021-010）、《养元饮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不超过 1,20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养元饮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编号

2021-011）、《养元饮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5、《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

求，结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公司对

2020年 12月 31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编制了《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养元饮品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6、《关于确认 2020 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020 年度审计费用为 120万元人民币（税前）（含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100万

元、内控报告审计费用 20万元）。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及附属子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

控报告审计、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等，聘期一

年，审计费用授权董事长根据行业标准及公司审计的实际工作情况与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养元饮品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编号 2021-012）、《养元饮品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养元饮品独立董

事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7、《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备案登记的议

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并根据经营范围变更及实际

情况，公司对《公司章程》作出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养元饮品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备案登

记的公告》（编号 2021-013）、《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8、《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公司制度的规定，公司拟于 2021年 5月 17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养元饮品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 2021-014）。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9、《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计划在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向部分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具体情况如下：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申请办

理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的综合授信业务，另向该行申请办理最高余额不

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的授信业务；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请

办理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综合授信业务；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衡水分行、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各申请办理最高余额不超过

人民币 5亿元的授信业务；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城中支行、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路北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新华支行各申请办理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综合

授信业务。 

上述授信额度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金额为准，本次授信的额度不等同

于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在授

信额度内以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上述授权额度在授权范围及有效期内

可循环使用。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授权公司财务总监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对相关事

项进行审核并签署与银行办理银承有关的协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 号——季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与要求，公

司编制了《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养元饮品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