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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2021年9月17日（星期五）14点30分  

会议地点： 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公司14层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李克恕先生  

见证律师所： 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主持人向大会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人

数及其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三、推举现场计票、监票成员 

四、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2.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最高额贷款担保的议案》 

    五、与会股东提问和发言  

六、与会股东投票表决 

    七、（休会）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八、复会，宣读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九、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签署会议文件 

十一、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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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本议案已经 2021年 8月 26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已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披露。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变更经营范围的说明 

（一）2021 年 4 月末，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网上登

记系统发布了《网上登记系统变更业务经营范围标准化启用说

明》，要求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网上登记系统变更业务正式

启用标准化经营范围。因此，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8 日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 2021 年 5 月 28 日 2020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确

定的经营范围没有完成变更。 

（二）本次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是根据公司业务拓展的需要

和相关分支机构增加经营范围的需求，并按照甘肃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网上登记系统变更业务的要求提出的。 

二、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对照 

（一）变更前的经营范围 

高科技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开发、加工；生产、组装和销

售灌溉系统及其零部件和配套设备，从事滴灌系统的设计、安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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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农副产品的种植、收购（粮食收购

凭许可证经营）、销售，无机盐及其副产品的生产；农作物种

植；动物饲养；自营和代理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16 种出

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

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及“三来一补”业务；

经营对销贸易；茶叶、印染业务；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

品）、纺织品的生产、销售；房屋租赁；化肥、有机肥、地膜

的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渔业、

畜牧业养殖；畜产品的销售；林产品（苗木、苹果、核桃等）

的种植、销售；种子、农药的销售。 

（二）变更后的经营范围 

分为许可项目和一般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许可项目：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农作物种子经营；食品

销售；食品生产；动物饲养；水产养殖；农作物种子进出口；

林木种子进出口；酒类经营；酒制品生产；农药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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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

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水果种植；香料作物种植；豆类种植；棉

花种植；油料种植；蔬菜种植；谷物种植；坚果种植；糖料作

物种植；薯类种植；中草药种植；草种植；非主要农作物种子

生产；货物进出口；食品进出口；农副产品销售；水产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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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销售；非食用植物油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农用薄膜销售；树木种植经营；

初级农产品收购；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制造；灌溉服务；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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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管局核定结果为准。 

三、修订《公司章程》 

因公司经营范围发生变更，需对《公司章程》中的第十四

条进行相应修订。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现请各位股东审议。 

 

 

2021 年 9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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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最高额贷款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本议案已经 2021年 8月 26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披露。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为以下全资子公司提供最

高额贷款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67,000 万元。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与公司关系 
贷款担保额度 
（人民币、万
元） 

担保期限
（年） 

1 甘肃亚盛绿鑫啤酒原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 

2 甘肃亚盛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 

3 甘肃亚盛亚美特节水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 1 

4 甘肃兴农辣椒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 

5 甘肃亚盛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7,000 1 

6 甘肃亚盛好食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000 1 

 合  计  67,000  

以上担保事项的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

内容为准。  

公司于2021年8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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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最高额贷款担保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甘肃亚盛绿鑫啤酒原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曹勇，注册资本：壹亿元整；营业范围：啤酒花及啤酒大麦种

植、收购、加工、销售；啤酒花颗粒及浸膏加工、销售；纸箱

生产、销售；高科技农业新技术、农业新产品开发、加工；房

屋租赁、场地租赁。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后该公司总资产44,555.89

万元，负债总额30,177.15万元，净资产14,378.74万元，资产

负债率67.73％；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858.59万元，净利

润-3,003.95万元。 

2.甘肃亚盛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新军，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营业范围：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文化办公用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预包装食品、纸

制品、床上用品、服装鞋帽、照明电器、化工原料及产品、体

育用品、生鲜果蔬、农产品、副产品、种子、饲料、农用机械、

农具、农用地膜、化肥、有机肥的批发零售；农业信息咨询、

农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瓜果蔬菜、农作物、花卉苗木的种植、收购及销售；家禽养殖

及销售；农机服务；园林绿化、园林技术服务；草坪、盆景的

培育及销售；农药的批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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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后该公司总资产24,738.81

万元，负债总额19,771.46万元，净资产4,967.35万元，资产

负债率79.92％；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597.23万元，净利

润-92.05万元。 

3.甘肃亚盛亚美特节水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谷生勇，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整；营业范围：节水灌溉标准及人饮

用水标准的各类管材、型材、板材、配套管件、过滤系统、施

肥系统及滴灌管（带）的生产、销售、设计和安装；节水材料

的研发及循环利用；各类水泵、阀门、喷灌设备及自动化系统

的销售、设计、技术咨询、安装及售后服务；承包各类水利水

电工程的设计及施工；水利和节水项目的投资及技术改造。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后该公司总资产35,800.65

万元，负债总额30,395.00万元，净资产5,405.65万元，资产

负债率84.90％；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6,110.72万元，净利

润-9,316.86万元。 

4.甘肃兴农辣椒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柯荫，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整；营业范围：国家规定的农副产品

经营；农副产品种植、收购、批发、零售、销售、进出口；辣

椒的初级加工，深加工；瓜菜、油料、花卉、孜然等种子零售、

代销；提供与农业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咨询服务；机械经营

租赁；其他农业专业及辅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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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后该公司总资产26,306.91

万元，负债总额12,804.58 万元，净资产13,502.33万元，资

产负债率48.67％；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500.17万元，净

利润 -1,863.73万元。 

5.甘肃亚盛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璞，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营业范围：农业新技术研发、推广；马

铃薯、菊芋、蔬菜、水果种植；化肥、地膜、农用机械及配件、

农具、初级农产品、植物淀粉销售。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后该公司总资产31,837.06

万元，负债总额27,871.18万元，净资产3,965.88万元，资产

负债率87.54％；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796.73万元，净利

润-725.16万元。 

6.甘肃亚盛好食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瑜，

注册资本：壹亿壹仟万元整；营业范围：农用地膜、化肥的销

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文化办公用品、日用百货、

针纺织品、预包装食品、纸制品、床上用品、服装鞋帽、照明

电器、化工原料及产品、体育用品、初级农产品的销售。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后该公司总资产37,155.28

万元，负债总额55,594.80万元，净资产-18,439.52万元，资

产负债率149.63％；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958.51万元，

净利润-17,815.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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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具体担保内容和形式以签订的相关贷款担保合同内容为

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有利于其获得银行借款资金，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

展。 

目前，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也不存在违规

担保的情形。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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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

认真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能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谨

慎控制担保风险，保障公司的资产安全。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行为主要是满足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

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并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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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166,06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1.45%，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现请各位股东审议。 

 

 

2021 年 9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