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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

相同。  

二、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仿宋（不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 

三、如本回复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该

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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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下发的《关于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

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泰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羊羊股份”、“拟挂牌公司”或“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办券商，已会同拟挂牌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

题，已由各中介机构出具核查意见，涉及到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其他相关文件需要

改动部分，已经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修改。 

现对反馈意见逐条回复如下： 

一、 公司特殊问题 

1、根据前次反馈回复，2017 年 1-5 月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系因春

节提前，旺季提前至 2016 年底，但存货储备不足所致。（1）请公司

通过同期比较说明并补充披露 2017 年 1-5 月存货储备量是否与销售

规模相匹配；（2）鉴于春节提前非不可预期的市场变动，请公司说

明并补充披露未进行有针对性的存货储备的原因；（3）请公司说明

并补充披露是否建立了针对市场变动风险应对措施；（4）请主办券

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就公司毛利率的合理性、经营业绩的真实性发表

明确意见，说明所执行的尽职调查与审计程序。 

公司说明 

（1）请公司通过同期比较说明并补充披露 2017 年 1-5 月存货储备量

是否与销售规模相匹配； 

报告期内期末公司存货与销售规模同期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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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存货 882.59 1,565.99 351.26 

项目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 1-5 月 2015 年 1-5 月 

新增存货 245.32 166.26 367.97 

项目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 1-5 月 2015 年 1-5 月 

结转销售成本 728.10 1,333.45 388.39 

项目 2017 年 5 月 31 日 2016 年 5 月 31 日 2015 年 5 月 31 日 

存货 399.81 398.80 330.84 

项目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 1-5 月 2015 年 1-5 月 

营业收入 849.41 1,481.13 446.32 

行业屠宰季和采购旺季一般是每年 6 到 11 月。每年 1-5 月销售主要依靠上

年末存货和 1-5 月部分少量新增存货（1-5 月新增存货主要是外购成品、仅有少

量采购原材料生产成品，因为此时出栏活羊较少，而外购成品也因价格高毛利低

而不会大量采购），因此公司每年 1-5 月销售额较低，且截至每年 5 月末公司的

存货余额较小。 

2016 年末存货储备为 882.59 万元，2017 年 1 到 5 月新增存货 245.32 万元，

2017 年 1-5 月营业收入为 849.41 万元，2017 年 5 月末存货余额为 399.81 万元。 

2015 年末存货储备为 1,565.99 万元，2016 年 1 到 5 月新增存货 166.26 万元，

2016 年 1-5 月营业收入为 1,481.13 万元，2016 年 5 月末存货余额为 398.80 万元。 

2016 年末存货储备较 2015 年末存货储备减少 683.4 万元（下滑 43.64%）的

原因主要是由于 2017 年春节较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故销售旺季提前至 2016 年

12 月结束，2016 年年底销售增加导致存货减少。 

2017 年 1-5 月营业收入较 2016 年 1-5 月营业收入减少 631.32 万元（下滑

42.62%），主要原因为 2016 年末存货储备较 2015 年末存货储备减少 683.4 万元

（下滑 43.64%）。但 2017 年 5 月末存货余额和 2016 年 5 月末存货余额相差不大，

且 2017 年 1-5 月新增存货与 2016 年 1 到 5 月新增存货相差不大。 

综上，通过同期比较，2017 年 1-5 月存货储备量与销售规模基本相匹配。 

（2）鉴于春节提前非不可预期的市场变动，请公司说明并补充披露

未进行有针对性的存货储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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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进行针对性的存货储备的原因如下： 

1、自有流动资金限制。由于公司采购原材料主要为活羊，交易时要求及时

结算，一般没有账期，同时受外部融资及资金使用成本压力，导致自有流动资金

不足。从而在屠宰季没有达到预计收购量，导致存货不足。 

2、公司存货储备一般在屠宰季（每年 6 月-11 月底）。由于公司 2016 年屠宰

加工厂新建生产线第一次投入大规模运营（新建生产线预期能实现年屠宰加工

30 万只羊），资金筹备不足，公司新建生产线尚未达到预期产量（当年实际年屠

宰加工 13 万只羊），导致存货不足。 

（3）请公司说明并补充披露是否建立了针对市场变动风险应对措施； 

针对市场变动风险，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如下： 

1、通过往年经验及行业信息，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等制定 3-5 年的战

略规划，并对各类市场变动风险识别预判。 

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根据气候变化、基础母羊存栏量、羔羊出栏量方面

判断上游供应情况和价格走势；二是从市场羊肉供给情况、价格走势、进口数据

判断销售预期。 

结合战略规划，制定年度预算，确立年度目标，自下而上制定预算，在自上

而下下达分解预算，以确保目标实现；针对市场变动定期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对

预算进行修订；结合预算管理制定绩效管理，推动预算的执行及实施；决策层关

注市场变化，执行层关注营销策略，将市场风险降到最低。 

2、由于屠宰收购季节资金的及时到位是制约企业做大的瓶颈，羊肉市场对

草原牧放散养的羊肉需求及热衷将持续升温，公司未来将落实参与资本市场、拓

展融资渠道的措施，拟申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进一步增强融资实力。 

（4）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就公司毛利率的合理性、经营业绩

的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说明所执行的尽职调查与审计程序。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的核查过程及结论 

（1）核查程序 

主办券商查阅销售合同和采购合同、核查销售单价和采购单价；访谈公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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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了解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模式；核查销售明细表和成本明细表；获取同行业公

司年报并分析其毛利率；核查账簿和报表；查阅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了解公司

业务变动情况；走访供应商和客户、核查公司的生产能力、调查公司采购及销售

渠道；查阅销售合同对应销售单、货运单及销售发票；查阅了会计师对期末应收

账款及销售大户进行的函证函；观察生产加工现场；询问部分公司工作人员；核

查业务发生的凭证并进行了截止测试等程序。 

（2）事实依据与分析过程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成果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8,494,114.20 96,307,123.86 51,248,933.58 

营业成本 7,281,011.48 86,412,123.62 44,885,624.61 

毛利 1,213,102.72  9,895,000.24  6,363,308.97  

净利润 -3,033,753.53 1,661,638.91 1,135,859.57 

毛利率（%） 14.28 10.27 12.42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收入主要来源于羊肉产品，产品收入构成比例稳定，公

司营业收入呈稳定增长态势。 

毛利率变动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较低，毛利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5 年业务刚

开始起步，公司经营规模较小，生产及销售均未达到规模效应导致毛利率水平相

对较低，这符合行业规律，与公司的实际情况相符。2016 年以来，公司新建生

产线投入运营，生产用厂房及设备折旧金额增加，公司新建生产线尚未达到预期

产量，导致公司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即销售产品的营业成本增加，因此，公司

2016 年度毛利率较 2015 年存在一定幅度相比降低。 

2017 年 1-5 月公司毛利率较 2016 年度增加 4.01%，毛利率增加的主要原因

为：2017 年以来牛羊肉市场销售价格提高以及 2017 年 1-5 月零星销售占比较大，

零星销售的销售价格相对较高，导致公司 2017 年 1-5 月毛利率较 2016 年度相比

提高。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同时拓宽营销渠道，市场占有率将进一步

提升，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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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司营业收入的真实性，主办券商执行如下核查程序及方法： 1）了解

公司主要销售业务流程，了解公司目前的销售模式，收入确认会计政策； 2）执

行与销售有关的内部控制穿行测试，了解与销售有关的内部控制是否合理，并得

到有效执行； 3）双向查对报表账簿记录与原始单据； 4）通过查阅制度流程及

与业务部负责人访谈，查阅公司销售合同台账，核查报告期内大额收入凭证、以

及相关合同、发票等核实销售业务收入的真实性、完整性； 5）核查售价是否符

合价格政策，并关注销售给关联方或关系密切的重要客户的产品价格是否合理，

有无以低价或高价结算的方法相互之间有无转移利润的现象； 6）分析报告期内

收入的结构和重要产品价格变动，报告期内重要产品的毛利率、各月营业收入和

月毛利率的波动情况等，查明异常现象和重大波动的原因； 7）结合成本结转、

信用政策、回款情况、纳税情况等对公司收入变动合理性的分析； 8）截止性测

试检查； 9）访谈公司管理层、销售及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销售模式对收入确

认的影响，分析收入波动是否存在异常；10）复核函证情况；11）对客户进行访

谈。 

通过上述尽调程序，取得的证据包括：1）销售过程内部控制流程图；2）重

要销售合同；3）订单、发货单、销售发票、收款记录；4）大额收款凭证销售收

入截止测试相关单据；5）公司收入确认会计政策说明；6）年度所得税申报表；

7）相关会计账簿；8）客户的访谈记录；9）会所对重要客户交易进行函证的回

函。  

针对公司成本的真实性、完整性，主办券商执行如下核查程序及方法： 1）

了解公司采购与付款流程，查阅相关财务文件，并对公司业务人员及会计人员访

谈，了解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的情况、成本核算方法及步骤，确认其是否与业

务情况相符，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变化； 2）对于采购环节进行了细节测试，由账

簿记录追查至采购合同、采购发票， 核对内容、金额是否相符；结合应付账款

的支付情况，检查是否有无需支付的应付款项； 3）采购合同、采购发票、入库

单等原始凭证； 4）取得公司产品成本明细表，分析成本的构成情况，并结合公

司销售情况、 市场和同行业企业情况，判断公司成本的合理性； 5）结合收入

确认情况，关注公司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成本的情况； 6）取得公司主要成本项

目采购涉及到的大额合同，核查合同真实性及执行情况； 7）分析公司各期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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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水平及其变动是否合理，是否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相符；8）对供应商进

行访谈。  

针对公司期间费用的真实性、完整性，主办券商执行如下核查程序及方法： 

1）获取公司报告期内期间费用明细表，对比是否存在异常费用明细及异常波动

情况； 2）核查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应付款项、其他应付款科目年末余额的

性质，核实是否存在跨期确认费用的情形； 3）核查可能与费用相关的科目在每

会计期末后的发生额，检查是否有延后确认费用或者冲销费用情况； 4）核查期

间费用每年度末前后发生额的原始凭证，是否有跨期记录费用的情形； 5）核查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科目的发生额，是否存在期间费用进行资本化的情形； 6）

复核期间费用波动与内外部因素的变动情况一致； 7）抽查费用发生时原始凭证

和审批程序； 8）测试费用与收入的比例变动，分析其合理性，对于波动较大的

费用通过询问、检查等方式查找原因； 9）查阅大额费用的合同。 

（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较低但波动幅度是合理的，符合

行业规律及公司的业务特点，经营业绩真实。 

公司在披露文件中所作补充披露情况 

针对 2017 年 1-5 月存货储备量是否与销售规模相匹配，公司在《公开转让

说明书》之“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业务具体情况”之“（一）营业收

入构成情况”之“1、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合并口径）”之“（1）主营业务收

入产品系列构成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期末公司存货与销售规模同期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 年 12月 31日 2014 年 12月 31日 

存货 882.59 1,565.99 351.26 

项目 2017年 1-5 月 2016年 1-5月 2015 年 1-5月 

新增存货 245.32 166.26 367.97 

项目 2017年 1-5 月 2016年 1-5月 2015 年 1-5月 

结转销售成本 728.10 1,333.45 388.39 

项目 2017年 5月 31日 2016 年 5月 31日 2015 年 5月 31日 

存货 399.81 398.80 3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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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 年 12月 31日 2014 年 12月 31日 

项目 2017年 1-5 月 2016年 1-5月 2015 年 1-5月 

营业收入 849.41 1,481.13 446.32 

行业屠宰季和采购旺季一般是每年 6 到 11月。每年 1-5月销售主要依靠上

年末存货和 1-5 月部分少量新增存货（1-5月新增存货主要是外购成品、仅有少

量采购原材料生产成品。因为此时出栏活羊较少，而外购成品也因价格高毛利

低而不会大量采购），因此公司每年 1-5月销售额较低，且截至每年 5月末公司

的存货余额较小。 

2016年末存货储备为 882.59 万元，2017 年 1到 5月新增存货 245.32 万元，

2017 年 1-5月营业收入为 849.41万元，2017 年 5月末存货余额为 399.81万元。 

2015 年末存货储备为 1,565.99 万元，2016 年 1到 5月新增存货 166.26万

元，2016 年 1-5月营业收入为 1,481.13 万元，2016 年 5月末存货余额为 398.80

万元。 

2016 年末存货储备较 2015 年末存货储备减少 683.4 万元（下滑 43.64%）

的原因主要是由于 2017 年春节较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故销售旺季提前至 2016

年 12 月结束，2016 年年底销售增加导致存货减少。 

2017 年 1-5 月营业收入较 2016 年 1-5 月营业收入减少 631.32 万元（下滑

42.62%），主要原因为 2016 年末存货储备较 2015 年末存货储备减少 683.4 万元

（下滑 43.64%）。但 2017年 5月末存货余额和 2016年 5月末存货余额相差不大，

且 2017 年 1-5月新增存货与 2016 年 1到 5月新增存货相差不大。 

针对公司未进行有针对性的存货储备的原因，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

“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业务具体情况”之“（一）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之“1、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合并口径）”之“（1）主营业务收入产品系列构

成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未进行针对性的存货储备的原因如下： 

1、自有流动资金限制。由于公司采购原材料主要为活羊，交易时要求及时

结算，一般没有账期，同时受外部融资及资金使用成本压力，导致自有流动资

金不足。从而在屠宰季没有达到预计收购量，导致存货不足。 

2、公司存货储备一般在屠宰季（每年 6 月-11 月底）。由于公司 2016 年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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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加工厂新建生产线第一次投入大规模运营（新建生产线预期能实现年屠宰加

工 30 万只羊），资金筹备不足，公司新建生产线尚未达到预期产量（当年实际

年屠宰加工 13 万只羊），导致存货不足。 

针对市场变动风险的应对措施，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 公

司业务”之“四、公司业务具体情况”之“（一）营业收入构成情况”之“1、公

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合并口径）”之“（1）主营业务收入产品系列构成情况”

补充披露如下： 

针对市场变动风险，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如下： 

1、通过往年经验及行业信息，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等制定 3-5年的战

略规划，并对各类市场变动风险识别预判。 

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根据气候变化、基础母羊存栏量、羔羊出栏量方

面判断上游供应情况和价格走势；二是从市场羊肉供给情况、价格走势、进口

数据判断销售预期。 

结合战略规划，制定年度预算，确立年度目标，自下而上制定预算，在自

上而下下达分解预算，以确保目标实现；针对市场变动定期分析预算执行情况，

对预算进行修订；结合预算管理制定绩效管理，推动预算的执行及实施；决策

层关注市场变化，执行层关注营销策略，将市场风险降到最低。 

2、由于屠宰收购季节资金的及时到位是制约企业做大的瓶颈，羊肉市场对

草原牧放散养的羊肉需求及热衷将持续升温，公司未来将落实参与资本市场、

拓展融资渠道的措施，拟申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进一步增强融资实力。 

2、请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报告期初至今，公司是否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资源情形，并发表明确意见。说

明核查方法。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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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的核查过程及结论 

（1）核查程序 

①主办券商检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企查查（http://www.qichacha.com/）等网站；查阅工商资料；询问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董监高、持股 5%以上股东等；核查获取的财务资料，包括往来明细

账、客户明细、打款记录、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文件等进行分析； 

②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公司章程》和《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以及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关联方和关联交易进行了认定； 

③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表（含

近亲属基本信息、本人及近亲属对外投资及任职信息等）； 

④主办券商取得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 

⑤主办券商对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资金占用的

情形； 

⑥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关联方交易、往来款记账凭证、报告期至本回复出具

日的银行流水、往来明细账、客户明细、打款记录查阅了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合

同，确认关联方交易、往来款的真实性； 

⑦主办券商查阅了《审计报告》； 

⑧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重要会议记录等、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 

⑨主办券商与公司聘请的会计师、律师进行沟通交流。 

（2）事实依据与分析过程 

关于公司关联方认定，公司的关联方主要包括：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其他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持

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

份的法人股东的董监高；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的董监高控制或担

任重要职务的其他企业；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的董监高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全资公司、控股公司及

参股公司；董监高；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制或担任重要职务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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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企业；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

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关联方等。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存在漏披的关联方，具体为：

公司有限公司阶段监事李刚、公司有限公司阶段监事李刚持有 30%股权的公司内

蒙古泰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公司财

务”之“五、关联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之“（一）关联方与关联关

系”中对上述关联方进行补充披露。 

除上述披露的关联方外，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关联方。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披露，主要包括：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关联方担保；关

联方资金拆借；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关联交易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五、关联方、关联

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之“（二）经常性关联交易”、“（三）偶发性关联交

易”、 “（四）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中披露。 

审查期间，公司新增关联担保事项，具体情况如下：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于 2017 年 10 月 29 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2017 年二中小借字 004 号），周勇、李谦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在《公开转

让说明书》中“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五、关联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之“（二）经常性关联交易”、“（三）偶发性关联交易”中对该关联担保进行

补充披露。 

除上述披露的关联交易外，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关联交易。 

（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初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存在漏披的关联方，

情况如下：公司有限公司阶段监事李刚、公司有限公司阶段监事李刚持有 30%

股权的公司内蒙古泰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审查期间，公司新增关联担保事

项。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对上述关联方和关联担保事项进行补充披露。截

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公司在披露文件中所作补充披露情况 

因《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存在用语错误，现予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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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内容为：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

法人股东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制、共同控制

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企业 

„„ „„ 

新城区华侨新村羊

羊牧业经典涮肉坊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监事陈云飞担任

法定代表人 

（已于2016年2月注销） 

新城区华侨新村羊

羊牧业牛羊肉直营

店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羊羊牧业的监事陈

云飞担任法定代表人 

（已于2016年9月注销） 

更正为：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

法人股东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制、共同控制

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 „„ 

新城区华侨新村羊

羊牧业经典涮肉坊

（个体工商户）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监事陈云飞为经

营业主 

（已于2016年2月注销） 

新城区华侨新村羊

羊牧业牛羊肉直营

店（个体工商户）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羊羊牧业的监事陈

云飞为经营业主 

（已于2016年9月注销） 

2017 年 11 月 10 日，内蒙古隆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实际控制

人周勇曾持有 75%股权，公司持股 5%以上自然人股东王昕之母陈云霄曾持有

25%股权）取得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呼赛核注通内字[2017]第 1702158715 号），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五、关联方、关联方关系

及关联交易情况”之“（一）关联方与关联关系”中更新披露如下： 

关联关系类别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 „„ „„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

法人股东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制、共同控制

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内蒙古隆裕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长周勇曾持

有内蒙古隆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75%股

权 

(已于 2003 年 8 月吊销，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

发布注销公告，于 2017年 11月注销） 

„„ „„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
„„ „„ 

内蒙古隆裕房地产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王昕之母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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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股东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控制、共同控

制或施加重大影响

的企业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云霄曾持有内蒙古隆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25%股权,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该公司于 2003 年 8 月吊销，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发布注销公告，于 2017 年 11月注销) 

„„ „„ „„ 

曾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股东控制、共同

控制或施加重大影

响的企业 

内蒙古隆裕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曾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周勇曾持

有内蒙古隆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75%股

权 

(已于 2003 年 8 月吊销，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

发布注销公告，于 2017年 11月注销） 

„„ „„ 

曾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股东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控制、共

同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企业 

„„ „„ 

内蒙古隆裕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曾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王昕

之母陈云霄曾持有 25%股权,担任执行董事、经

理、法定代表人 

(该公司于 2003 年 8 月吊销，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发布注销公告，于 2017 年 11月注销) 

„„ „„ „„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

制、共同控制或施

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 „„ 

内蒙古隆裕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周勇曾持有 75%股权 

(已于 2003 年 8 月吊销，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

发布注销公告，于 2017年 11月注销） 

„„ „„ 

„„ „„ „„ 

本公司5%以上自然

人股东（除周勇、

杜晓彤、李谦锁外）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控制、共同控制

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企业 

„„ „„ 

内蒙古隆裕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持股 5%以上自然人股东王昕之母陈云霄曾

持有 25%股权,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该公司于 2003 年 8 月吊销，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发布注销公告，于 2017 年 11月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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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公司财务”

之“五、关联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之“（一）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中补充披露如下： 

2、与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及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包括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高级高理人员）： 

关联关系类别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

法人股东 羊羊牧业（前身为

内蒙古羊羊牧业股

份有限公司） 

曾持有公司 100%股份 

(已于2017年6月将所持100%股份全部转让给三

个自然人股东周勇、李谦锁、田津) 曾持股 5%以上的

法人股东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

法人股东直接控制

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羊羊销售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曾持有羊羊销售

100%股权 

(已于2017年5月将所持100%股权全部转让给羊

羊股份（前身为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有限责任公

司）) 

羊羊股份（前身为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

业有限责任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曾持有羊羊股份（前

身为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有限责任公司）100%

股份 

(已于2017年6月将所持100%股份全部转让给三

个自然人股东周勇、李谦锁、田津) 

牧安商贸（曾用名

为呼和浩特市羊羊

牧业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曾持有牧安商贸（曾

用名为呼和浩特市羊羊牧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96%股权 

(已于2015年11月将所持96%股权全部转让给自

然人股东姚慧军) 

九宇鼎泰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曾持有九宇鼎泰

51%股权 

(已于 2016 年 1 月将所持 51%股权全部转让给自

然人股东杨瑶)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

法人股东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注：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亦为关联自然

周勇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长（已于 2017

年 7 月辞职，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职位） 

王昕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已于 2017

年 7 月辞职，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职位） 

杜晓彤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已于 2017

年 7 月辞职，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职位） 

李谦锁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总经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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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于 2017 年 7 月辞职，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职位） 

田津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已于 2017

年 7 月辞职，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职位） 

牛怀喜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监事会主席（已于

2017 年 7 月辞职，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职位） 

陈云飞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职工监事（已于

2017 年 7 月辞职，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职位） 

杨英亮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职工监事（已于

2017 年 7 月辞职，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职位） 

兰江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财务总监（已于

2017 年 7 月辞职，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职位） 

牛菁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已于 2016

年 11 月辞职，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职位）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

法人股东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制、共同控制

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内蒙古隆裕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长周勇曾持

有内蒙古隆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75%股

权 

(已于 2003 年 8 月吊销，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

发布注销公告，于 2017年 11月注销） 

鑫驰电力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长周勇曾担

任董事 

（已于2017年7月进行工商变更，不再担任任何

职位）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监事陈云飞持股

96.92%，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靖和达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长周勇曾持

有30%股权,担任监事 

（已于2015年1月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于2017

年6月进行工商变更不再担任任何职位） 

羊羊股份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长周勇曾持

有 36.5139%股份，并担任董事长；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总经理李谦

锁持有6.6912%股份，并担任董事、总经理；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持有

1.4706%股份，并担任董事；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杜晓彤持有

7.3529%股份，并担任董事；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王昕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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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82%股份；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监事牛怀喜持有

0.0735%股份；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监事杨英亮持有

0.0956%股份；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监事陈云飞持有

1.2132%股份；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财务总监兰江持

有0.2353%股份，并担任财务总监；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牛菁持有

2.5%股份 

羊羊牧业（曾用名

为内蒙古羊羊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长周勇曾持

有 36.4229%股份，并担任董事长；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总经理李谦

锁持有6.6912%股份，并担任董事、总经理；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持有

1.4706%股份，并担任董事；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杜晓彤持有

7.3529%股份，并担任董事；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王昕持有

8.0882%股份；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监事牛怀喜持有

0.0735%股份；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监事杨英亮持有

0.0956%股份；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监事陈云飞持有

1.2132%股份；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财务总监兰江持

有0.2353%股份，并担任财务总监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牛菁持有

2.5%股份 

（已于2017年9月进工商变更，上述人员撤出股

份，不再担任任何职位） 

羊羊销售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总经理李谦

锁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九宇鼎泰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总经理李谦

锁曾持有16%股权并担任监事(已于2016年1月将

所持16%股权转让给自然人股东杨瑶且辞去监事

职位) 

卓越华物业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持有40%

股权，并担任监事 

昊森园林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持有50%

股权 

易客居家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持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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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亿恒投资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持有40%

股权，并担任监事 

宏润泰洁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持有33%

股权，并担任监事 

首创驾校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持有33%

股权，并担任监事 

索斯环保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持有60%

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牧安商贸（曾用名

为呼和浩特市羊羊

牧业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曾持有

3%股权，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已于 2015 年 11 月将所持 3%股权转让给自然人

股东姚慧军，并于 2015 年 12 月进行工商变更，

不再担任任何职位) 

新城区华侨新村羊

羊牧业经典涮肉坊

（个体工商户）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监事陈云飞为经

营业主（已于2016年2月注销） 

新城区华侨新村羊

羊牧业牛羊肉直营

店（个体工商户）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羊羊牧业的监事陈

云飞为经营业主 

（已于2016年9月注销）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

法人股东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控制、共同控

制或施加重大影响

的企业 

陕西长建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杜晓彤之配

偶刘淳任董事 

陕西长建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杜晓彤之配

偶刘淳持有70%股份，并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 

西安大建机械设备

科技有限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杜晓彤之配

偶刘淳曾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已于2016年12月注销） 

北京盈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杜晓彤之配偶刘淳曾担任执行董事、法

定代表人 

（已于2017年6月注销） 

卓越华物业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之母李

淑华持有40%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

定代表人 

内蒙古华然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之母李

淑华持有100%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 

昊森园林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之母李

淑华持有50%股权，并担任监事；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之配偶

王慧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索斯环保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之母李

淑华持有40%股权，并担任监事 

易客居家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之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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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靖和达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王昕之母陈

云霄持有80%股权,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

表人 

内蒙古启和信息工

程项目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王昕之母陈

云霄持有70%股权，担任监事 

 

内蒙古鑫驰电力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货

运分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王昕之母陈

云霄担任负责人 

（该公司已于2015年6月注销） 

 

内蒙古隆裕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王昕之母陈

云霄曾持有内蒙古隆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25%股权,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该公司于 2003 年 8 月吊销，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发布注销公告，于 2017 年 11月注销) 

曾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股东 

周勇 
曾持有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 5%以上的股

份（已于 2017 年 9 月将所持股份全部撤出） 

王昕 
曾持有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 5%以上的股

份（（已于 2017 年 9 月将所持股份全部撤出） 

杜晓彤 
曾持有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 5%以上的股

份（（已于 2017 年 9 月将所持股份全部撤出） 

李谦锁 
曾持有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 5%以上的股

份（（已于 2017 年 9 月将所持股份全部撤出） 

刘维云 
曾持有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 5%以上的股

份（（已于 2016 年 4 月将所持股份全部撤出） 

曾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股东控制、共同

控制或施加重大影

响的企业 

内蒙古隆裕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曾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周勇曾持

有内蒙古隆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75%股

权 

(已于 2003 年 8 月吊销，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

发布注销公告，于 2017年 11月注销） 

鑫驰电力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周勇曾担

任董事 

（已于2017年7月进行工商变更，不再担任任何

职位） 

靖和达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长周勇曾持

有30%股权,担任监事 

（已于2015年1月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于2017

年6月进行工商变更不再担任任何职位） 

羊羊股份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周勇

持有羊羊股份36.4992%股份，并担任董事长；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李谦

锁持有6.6912%股份，并担任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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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杜晓

彤持有7.3529%股份，并担任董事；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王昕

持有8.0882%股份，并担任董事； 

羊羊牧业（曾用名

为内蒙古羊羊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周勇

曾持有36.5139%股权，并担任董事长；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李谦

锁持有6.6912%股份，并担任董事、总经理；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杜晓

彤持有7.3529%股份，并担任董事；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王昕

持有8.0882%股份，并担任董事 

（已于2017年9月进工商变更，上述人员撤出股

份，不再担任任何职位） 

羊羊销售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李谦

锁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曾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股东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控制、共

同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企业 

陕西长建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杜晓

彤之配偶刘淳任董事 

陕西长建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杜晓

彤之配偶刘淳持有70%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

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西安大建机械设备

科技有限公司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杜晓

彤之配偶刘淳曾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

表人 

（已于2016年12月注销） 

北京盈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杜晓彤之配偶刘淳曾担任执行董事、法

定代表人 

（已于2017年6月注销） 

靖和达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王昕

之母陈云霄持有80%股权,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法定代表人 

内蒙古启和信息工

程项目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股份的自然人股东王昕之

母陈云霄持有70%股权，担任监事 

 

内蒙古鑫驰电力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货

运分公司 

曾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王昕

之母陈云霄担任负责人 

（该公司已于2015年6月注销） 

 

内蒙古隆裕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曾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王昕

之母陈云霄曾持有 25%股权,担任执行董事、经

理、法定代表人 

(该公司于 2003 年 8 月吊销，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发布注销公告，于 2017 年 11月注销) 



21 
 

持股 5%以上的自

然人股东 

周勇 持有公司 36.5139%股份 

王昕 持有公司 8.0882%股份 

杜晓彤 持有公司 7.3529%股份 

李谦锁 持有公司 6.6912%股份 

实际控制人 

（注：公司实际控

制人的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亦为公司

的关联自然人） 

周勇 持有公司 36.5139%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

制、共同控制或施

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羊羊股份 实际控制人周勇持有羊羊股份 36.5139%股份 

羊羊牧业（曾用名

为内蒙古羊羊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周勇曾持有 36.4992%股份，并担任董

事长 

（周勇已于 2017 年 9 月将所持 36.4992%股份全

部撤出，且不担任任何职位） 

内蒙古隆裕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周勇曾持有 75%股权 

(已于 2003 年 8 月吊销，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

发布注销公告，于 2017年 11月注销） 

靖和达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长周勇曾持

有30%股权,担任监事 

（已于2015年1月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于2017

年6月进行工商变更不再担任任何职位） 

公司实际控制人担

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公司 

羊羊股份 实际控制人周勇担任董事长 

羊羊牧业（曾用名

为内蒙古羊羊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周勇担任董事长 

（已于 2017 年 9 月进行工商变更，周勇不再担

任任何职位） 

鑫驰电力 

实际控制人周勇曾担任董事 

（已于2017年7月进行工商变更，不再担任任何

职位） 

本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注：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亦为公司的

周勇 董事长 

乔学云 董事、副总经理 

杜晓彤 董事 

李谦锁 董事、总经理 

田津 董事 

卢洪波 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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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自然人） 李利平 股东监事 

李永如 职工监事 

兰江 财务总监 

乌嫩 董事会秘书 

袁文峰 有限公司阶段执行董事 

李刚 有限公司阶段监事 

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除

周勇外）控制、共

同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企业 

羊羊股份 

公司董事、总经理李谦锁持有6.6912%股份，并

担任董事、总经理； 

公司董事田津持有1.4706%股份，并担任董事；

公司董事杜晓彤持有7.3529%股份，并担任董事； 

公司董事乔学云持有0.0294%股份，并担任董事； 

公司监事卢洪波持有1.3235%股份，并担任监事

会主席； 

公司监事李利平持有0.0294%股份，并担任监事； 

公司财务总监兰江持有0.2353%股份，并担任财

务总监； 

羊羊牧业（曾用名

为内蒙古羊羊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总经理李谦锁曾持有6.6912%股份，

并担任董事、总经理； 

公司董事田津曾持有1.4706%股份，并担任董事；

公司董事杜晓彤持有7.3529%股份，并担任董事； 

公司监事乔学云曾持有0.0294%股份； 

公司监事卢洪波曾持有1.3235%股份； 

公司监事李利平曾持有0.0294%股份； 

公司财务总监兰江曾持有0.2353%股份，并担任

财务总监； 

（已于2017年9月进工商变更，上述人员撤出股

份，不再担任任何职位） 

羊羊销售 
公司董事、总经理李谦锁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法定代表人 

九宇鼎泰 

公司董事、总经理李谦锁曾持有16%股权并担任

监事(已于2016年1月将所持16%股权转让给自然

人股东杨瑶且辞去监事职位) 

卓越华 公司董事田津持有40%股权，并担任监事 

昊森园林 公司董事田津持有50%股权 

易客居家 公司董事田津持有50%股权 

亿恒投资 公司董事田津持有40%股权，并担任监事 

宏润泰洁 公司董事田津持有33%股权，并担任监事 

首创驾校 公司董事田津持有33%股权，并担任监事 

索斯环保 
公司董事田津持有60%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经

理、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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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安商贸（曾用名

为呼和浩特市羊羊

牧业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曾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田津曾持有

3%股权，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已于 2015 年 11 月将所持 3%股权转让给自然人

股东姚慧军，并于 2015 年 12 月进行工商变更，

不再担任任何职位) 

内蒙古衡泽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董事会秘书乌嫩持有 13.34%股权 

北京华峰金尊科贸

有限公司 

公司有限公司阶段执行董事袁文峰持有 66.67%

股权 

内蒙古泰康生物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有限公司阶段监事李刚持有 30%股权 

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控

制、共同控制或施

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陕西长建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杜晓彤之配偶刘淳任董事 

陕西长建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杜晓彤之配偶刘淳持有70%股权，并担

任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西安大建机械设备

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杜晓彤之配偶刘淳曾担任执行董事、总

经理、法定代表人 

（已于2016年12月注销） 

北京盈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杜晓彤之配偶刘淳曾担任执行董事、法

定代表人 

（已于2017年6月注销） 

卓越华 
公司董事田津之母李淑华持有40%股权，并担任

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内蒙古华然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田津之母李淑华持有100%股权，并担任

执行董事 

昊森园林 

公司董事田津之母李淑华持有50%股权，并担任

监事； 

公司董事田津之配偶王慧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

表人 

索斯环保 
公司董事田津之母李淑华持有40%股权，并担任

监事 

易客居家 
公司董事田津之配偶王慧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法定代表人 

本公司 5%以上自

然人股东（除周勇、

杜晓彤、李谦锁外）

控制、共同控制或

施加重大影响的企

业 

羊羊牧业（曾用名

为内蒙古羊羊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5%以上自然人股东王昕曾持有8.0882%

股份，并担任董事 

（于2017年9月撤出全部股份且不担任任何职

位） 

本公司5%以上自然

人股东（除周勇、
靖和达 

公司持股5%以上自然人股东王昕之母陈云霄持

有80%股权,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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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彤、李谦锁外）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控制、共同控制

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企业 

内蒙古启和信息工

程项目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公司持股5%以上自然人股东王昕之母陈云霄持

有70%股权，担任监事 

 

内蒙古鑫驰电力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货

运分公司 

公司持股5%以上自然人股东王昕之母陈云霄担

任负责人 

（该公司已于2016年6月注销） 

 

内蒙古隆裕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持股 5%以上自然人股东王昕之母陈云霄曾

持有 25%股权,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该公司于 2003 年 8 月吊销，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发布注销公告，于 2017 年 11月注销)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五、关联方、关联方关系

及关联交易情况”之“（二）经常性关联交易”、“（三）偶发性关联交易”中

补充披露如下： 

单位: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周勇 羊羊有限 2,900,000.00 2017-06-16 2020-06-16 否 

李谦锁 羊羊有限 2,900,000.00 2017-06-16 2020-06-16 否 

周勇 羊羊销售 3,000,000.00 2017-08-02 2020-08-02 否 

李谦锁 羊羊销售 3,000,000.00 2017-08-02 2020-08-02 否 

羊羊有限 羊羊销售 3,000,000.00 2017-08-02 2020-08-02 否 

周勇 羊羊股份 15,000,000.00 2017-10-29 2020-10-19 否 

李谦锁 羊羊股份 15,000,000.00 2017-10-29 2020-10-19 否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资

源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的核查过程及结论 

（1）核查程序 

①主办券商查阅了《企业信用报告》； 

②主办券商查阅了《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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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主办券商核查了关联企业往来的合同及会计凭证、银行流水、银行对账单，

确认公司已披露报告期内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占用情

况； 

④主办券商访谈了公司管理层及财务人员，核查了公司报告期期初至审查反

馈回复期间的财务报表及科目余额表，进行期后事项检查，确认报告期末至今是

否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⑤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历次“三会”决议等文件、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2）事实依据与分析过程 

①经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形已如实披露，且事实披露真实、准确，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制定并完善了

针对关联方资金拆借内部控制制度。 

②通过对公司与关联方资金拆借的凭证进行核查，包括：拆借的金额、次数、

记账凭证及银行流水的核对。 

③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但截至报告期末（2017

年 5 月 31 日前），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已全部归还，报告期后至今，公司不存在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1、2017 年 1-5 月 

单位：元 

关联方 2017 年 1 月 1 日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7 年 5 月 31 日余额 

其他应收款         

李刚        10,000.00          11,200.00        21,200.00   

牛怀喜         2,000.00           2,000.00   

周勇         4,380.00             537.00         4,917.00   

袁文峰           700.00             700.00   

李谦锁         1,007.00  2,696.00 3,703.00  

合计        18,087.00          14,433.00        32,520.00   

其他应付款         

内蒙古羊羊牧

业股份有限公

司 

   27,496,935.52      16,456,169.01    43,953,104.53   

李谦锁       500,000.00         500,000.00   

李刚         1,155.72  410.53 1,299.06             2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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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2017 年 1 月 1 日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7 年 5 月 31 日余额 

牛怀喜            23.56  11.70 35.26  

陈云飞           203.39         145,742.00       145,630.29              315.10  

陈云霄     1,800,000.00         400,000.00     1,800,000.00          400,000.00  

合计 29,798,318.19 17,002,333.24 46,400,069.14 400,582.29 

2、2016年度 

单位：元 

关联方 2016 年 1 月 1 日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其他应收款         

李刚        11,174.00  126,760.00 127,934.00 10,000.00 

牛怀喜   2,000.00             2,000.00  

陈云飞        22,000.00    22,000.00  

兰江         5,000.00    5,000.00  

周勇         9,380.00  500,605.00 505,605.00           4,380.00  

袁文峰         1,883.00    1,183.00             700.00  

李谦锁   1,386.00 379.00           1,007.00  

杨英亮   20,000.00 20,000.00  

合计        49,437.00         650,751.00       682,101.00           18,087.00  

其他应付款         

内蒙古羊羊牧

业股份有限公

司 

   46,244,791.79      36,589,992.87    55,337,849.14       27,496,935.52  

李谦锁       500,000.00              500,000.00  

内蒙古靖和达

物流有限公司 
       48,000.00          48,000.00   

李刚            36.93           1,502.16           383.37            1,155.72  

牛怀喜              108.01            84.45               23.56  

陈云飞           245.00           2,964.42         3,006.03              203.39  

陈云霄     1,8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1,800,000.00  

合计 48,593,073.72 37,094,567.46 55,889,322.99 29,798,318.19 

3、2015年度 

单位：元 

关联方 2015 年 1 月 1 日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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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2015 年 1 月 1 日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李刚        38,535.36         202,619.52       229,980.88  11,174.00 

牛怀喜           12,565.00        12,565.00   

陈云飞   47,774.00 25,774.00          22,000.00  

兰江 5,000.00 2,000.00 2,000.00           5,000.00  

周勇      -495,000.00       1,793,500.00     1,289,120.00            9,380.00  

袁文峰            1,883.00              1,183.00  

合计      -451,464.64       2,060,341.52     1,559,439.88           49,437.00  

其他应付款     

内蒙古羊羊牧

业股份有限公

司 

    4,577,117.70      63,447,519.24    21,779,845.15  46,244,791.79 

李谦锁       500,000.00       1,482,408.69     1,482,408.69  500,000.00 

内蒙古靖和达

物流有限公司 
          48,000.00    48,000.00 

李刚            3,676.16         3,639.23  36.93 

陈云飞 750,000.00          9,165.00       758,920.00  245.00 

陈云霄 3,900,000.00      2,100,000.00  1,800,000.00 

田津          250,000.00       250,000.00                -    

合计     9,727,117.70      65,240,769.09    26,374,813.07       48,593,073.72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互有资金占用，且

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进行的临时性无息资金往来，不存在长期性融资性质往

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公司资金已经

清理完毕。 

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方资金拆借属于关联交易，在发生前没有履行相关会议

决策程序，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7 年 9

月 19 日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15 年度、2016 年度、

2017年 1-5月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补充确认。 

报告期末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之间发生往来情况如

下： 

单位：元 

关联方 
款项性质

（科目） 
2017.5.31 拆入资金 拆出资金 归还 本回复出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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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飞 
往来款（其

他应付款） 
315.10   315.10  

陈云霄 
往来款（其

他应付款） 
400,000.00 300,000.00  700,000.00 - 

李刚 
往来款（其

他应付款） 
267.19   267.19  

内蒙古羊

羊牧业股

份有限公

司 

往来款（其

他应付款） 
 22,460,000.00  22,460,000.00  

报告期后，公司因经营需要又陆续从关联方内蒙古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拆

入资金 2,246.00 万元，并陆续全部归还借款 2,246.00 万元；公司从关联方内蒙古

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拆入资金用于公司经营，没有约定、也没有支付关联方利

息，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上述报告期末至本回复出具日期间发生的关联方资金拆借属于关联交易，在

发生前没有履行相关会议决策程序，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2017 年 11 月 13 日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一并对上述

关联交易进行补充审议。 

综上，报告期末至本回复出具日，不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报告期初至本回复出具日，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变相占

用公司资金、资产情形（由公司代垫费用、代偿债务；由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形

成债权；无偿使用公司的土地房产、设备动产等资产；无偿使用公司的劳务等人

力资源；在没有商品和服务对价情况下其他使用公司的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

行为等情形均不存在）。 

此外，为规范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杜绝关联方资金占用现象，公司在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中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关联股东或关联董事的回避表决进行了较

为详尽的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再次出具了《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充分尊重羊羊股份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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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羊股份独立经营、自主决策，确保羊羊股份的业务独立、资产完整、人员独立、

财务独立，以避免、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

控制与羊羊股份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2、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

他方式占用、挪用羊羊股份及其子公司资金，也不要求羊羊股份及其子公司为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 

3、如果羊羊股份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不

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将促使此等交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执

行《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所规定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回避制度等内容，充

分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并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

平、公允原则及正常的商业条款进行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会要

求或接受羊羊股份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保护

羊羊股份和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再次出具了《关于不占用公司资金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除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情况之外，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占用公司资产的情况，也不存在要求公司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已在《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内部控制制度中对防

止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行为作出了相应

的制度安排。本人承诺，本人将遵守《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和内部控制制度中有关防止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

他资源的行为的相应制度安排的相关规定，确保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

不会占用公司资金。” 

（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但上述占用的资金已于报告期末（2017 年 5 月 31 日前）

归还完毕，报告期后至今，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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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严格按照《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

管理制度》的要求，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公司在披露文件中所作补充披露情况 

针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资源情形，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五、关联方、关联方关系

及关联交易情况”之 “（四）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1、2017 年 1-5 月 

单位：元 

关联方 2017 年 1月 1 日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7年 5月 31 日余额 

其他应收款         

李刚        10,000.00          11,200.00        21,200.00   

牛怀喜         2,000.00           2,000.00   

周勇         4,380.00             537.00         4,917.00   

袁文峰           700.00             700.00   

李谦锁         1,007.00  2,696.00 3,703.00  

合计        18,087.00          14,433.00        32,520.00   

其他应付款         

内蒙古羊羊牧

业股份有限公

司 

   27,496,935.52      16,456,169.01    43,953,104.53   

李谦锁       500,000.00         500,000.00   

李刚         1,155.72  410.53 1,299.06             267.19  

牛怀喜            23.56  11.70 35.26  

陈云飞           203.39         145,742.00       145,630.29              315.10  

陈云霄     1,800,000.00         400,000.00     1,800,000.00          400,000.00  

合计 29,798,318.19 17,002,333.24 46,400,069.14 400,582.29 

2、2016 年度 

单位：元 

关联方 2016 年 1月 1 日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6年 12月 31日余额 

其他应收款         

李刚        11,174.00  126,760.00 127,934.00 10,000.00 

牛怀喜   2,000.00             2,000.00  

陈云飞        22,000.00    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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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2016 年 1月 1 日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6年 12月 31日余额 

兰江         5,000.00    5,000.00  

周勇         9,380.00  500,605.00 505,605.00           4,380.00  

袁文峰         1,883.00    1,183.00             700.00  

李谦锁   1,386.00 379.00           1,007.00  

杨英亮   20,000.00 20,000.00  

合计        49,437.00         650,751.00       682,101.00           18,087.00  

其他应付款         

内蒙古羊羊牧

业股份有限公

司 

   46,244,791.79      36,589,992.87    55,337,849.14       27,496,935.52  

李谦锁       500,000.00              500,000.00  

内蒙古靖和达

物流有限公司 
       48,000.00          48,000.00   

李刚            36.93           1,502.16           383.37            1,155.72  

牛怀喜              108.01            84.45               23.56  

陈云飞           245.00           2,964.42         3,006.03              203.39  

陈云霄     1,8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1,800,000.00  

合计 48,593,073.72 37,094,567.46 55,889,322.99 29,798,318.19 

3、2015 年度 

单位：元 

关联方 2015 年 1月 1 日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5年 12月 31日余额 

其他应收款         

李刚        38,535.36         202,619.52       229,980.88  11,174.00 

牛怀喜           12,565.00        12,565.00   

陈云飞   47,774.00 25,774.00          22,000.00  

兰江 5,000.00 2,000.00 2,000.00           5,000.00  

周勇      -495,000.00       1,793,500.00     1,289,120.00            9,380.00  

袁文峰            1,883.00              1,183.00  

合计      -451,464.64       2,060,341.52     1,559,439.88           49,437.00  

其他应付款     

内蒙古羊羊牧

业股份有限公

司 

    4,577,117.70      63,447,519.24    21,779,845.15  46,244,791.79 

李谦锁       500,000.00       1,482,408.69     1,482,408.69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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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2015 年 1月 1 日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5年 12月 31日余额 

内蒙古靖和达

物流有限公司 
          48,000.00    48,000.00 

李刚            3,676.16         3,639.23  36.93 

陈云飞 750,000.00          9,165.00       758,920.00  245.00 

陈云霄 3,900,000.00      2,100,000.00  1,800,000.00 

田津          250,000.00       250,000.00                -    

合计     9,727,117.70      65,240,769.09    26,374,813.07       48,593,073.72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互有资金占用，

且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进行的临时性无息资金往来，不存在长期性融资性质

往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公司资金

已经清理完毕。 

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方资金拆借属于关联交易，在发生前没有履行相关会

议决策程序，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7 年

9 月 19日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15 年度、2016 年度、

2017 年 1-5 月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补充确认。 

报告期末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之间发

生往来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款项性质

（科目） 
2017.5.31 拆入资金 拆出资金 归还 本回复出具日 

陈云飞 
往来款（其

他应付款） 
315.10   315.10  

陈云霄 
往来款（其

他应付款） 
400,000.00 300,000.00  700,000.00 - 

李刚 
往来款（其

他应付款） 
267.19   267.19  

内蒙古羊

羊牧业股

份有限公

司 

往来款（其

他应付款） 
 22,460,000.00  22,460,000.00  

报告期后，公司因经营需要又陆续从关联方内蒙古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拆入资金 2,246.00 万元，并陆续全部归还借款 2,246.00 万元；公司从关联方

内蒙古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拆入资金用于公司经营，没有约定、也没有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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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利息，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上述报告期末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期间发生的关联方资金拆借属于关

联交易，在发生前没有履行相关会议决策程序，公司于 2017 年 10月 26 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7 年 11月 13 日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并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补充审议。 

综上，报告期末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不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报告期初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变相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情形（由公司代垫费用、代偿债务；由公司承

担担保责任而形成债权；无偿使用公司的土地房产、设备动产等资产；无偿使

用公司的劳务等人力资源；在没有商品和服务对价情况下其他使用公司的资金、

资产或其他资源的行为等情形均不存在）。 

此外，为规范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杜绝关联方资金占用现象，公司

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中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关联股东或关联董事的回避表决

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再次出具了《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如

下：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充分尊重羊羊股份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

羊羊股份独立经营、自主决策，确保羊羊股份的业务独立、资产完整、人员独

立、财务独立，以避免、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将严格控制与羊羊股份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2、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

他方式占用、挪用羊羊股份及其子公司资金，也不要求羊羊股份及其子公司为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 

3、如果羊羊股份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不

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将促使此等交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

执行《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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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所规定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回避制度等内

容，充分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并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遵循市场交易的

公开、公平、公允原则及正常的商业条款进行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不会要求或接受羊羊股份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

的条件，保护羊羊股份和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再次出具了《关于不占用公司资金的承诺函》，承诺如

下： 

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除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情况之外，本人及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占用公司资产的情况，也不存在要求公司为本人及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已在《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内部控制制度中对

防止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行为作出了

相应的制度安排。本人承诺，本人将遵守《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和内部控制制度中有关防止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及其他资源的行为的相应制度安排的相关规定，确保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来不会占用公司资金。” 

3、基于前次反馈回复，请主办券商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

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核查公司及相关主体是否存在新增失信联

合惩戒事项，公司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的核查过程及结论 

（1）核查程序 

主办券商检索了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查询网站

（http://shixin.court.gov.cn/）、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等 44 部门联合建

立的失信人黑名单公示平台 “信用中国”网站的 “联合惩戒 ”栏目（http：

//creditchina.gov.cn/）、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gsxt.gov.cn/）的“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栏目；取得了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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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用报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个人征信报告》、《无犯罪证明》以及声明与承诺；检索了公司及子

公司所在地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取

得了公司及子公司所在地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对

公司相关事项出具的无重大违法违规的证明。 

（2）事实依据与分析过程 

截止本回复出具日，主办券商已检索了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等 44 部

门联合建立的失信人黑名单公示平台“信用中国”网站的“联合惩戒”栏目（http：

//creditchina.gov.cn/）、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gsxt.gov.cn/）的“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栏目，并查阅了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

《企业信用报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征信报告》。羊羊股份及其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执行联合

惩戒。 

主办券商检索了公司及子公司所在地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

各级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未发现公司、子公司被列入“黑名单”的公示信息。 

公司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国家税务局、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

地方税务局、苏尼特右旗环境保护局、苏尼特右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苏尼特

右旗食品药品和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 

子公司羊羊销售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国家税务局、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地方税务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 

公司、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再次出具声明与承诺，确认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

行联合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其他

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征信情况良好，不存在刑事犯罪

记录。 

（3）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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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及相关主体不存在新增失信联合惩戒事项，公司

符合相关要求。 

二、 申请文件的相关问题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

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

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回复】 

补充、更新披露事项： 

一、审查期间，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于 2016 年 10

月 16 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 年二中小借字 003 号）履行完

毕，附属抵押合同、关联担保合同履行完毕。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连

浩特市分行于 2017 年 10 月 29 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 年二

中小借字 004 号），抵押人羊羊股份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

订抵押合同（编号：2017 年二中银企抵字第 003 号）（此次贷款事宜公司已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召开 2017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业务具体情况”之

“（六）公司重大业务合同及履行情况”之“三、借款合同”补充、更新披露如下： 

1、公司借款合同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已签订的履行完毕及正在履行的借款合

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合同

编号 
借款人 

借款银

行 

借款 

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利率 
提供担保

情况 

履

行

情

况 

1 

苏右

信联

2016

保字

羊羊有限 

苏尼特

右旗农

村信用

合作联

300.00 
2016.06.17- 

2017.06.16 

固定利

率月利

率

3.625

苏尼特右

旗元和融

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

履

行

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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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1

号 

社（行） ‰上

浮

104% 

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

证；羊羊有

限向苏尼

特右旗元

和融资担

保有限责

任公司提

供抵押担

保 

2 

如意

蒙银

（流）

字

[2016]

第

16H01

14 号 

羊羊有限 

呼和浩

特市如

意蒙银

村镇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300.00 
2016.08.30- 

2017.08.29 

年利率

为

12.18% 

周勇、李谦

锁、内蒙古

羊羊牧业

股份有限

公司、羊羊

销售提供

连带责任

保证；樊二

平、李娟

君、周勇、

陈云飞、郝

丽华、李谦

锁、杨娟提

供抵押担

保 

履

行

完

毕 

3 

2016

年二

中小

借字

003 号 

羊羊有限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二连

浩特市

分行 

1,500.00 
2016.10.16 

2017.10.15 

浮动利

率，以

实际提

款日为

起算

日，每

12 个

月为一

个浮动

周期，

重新定

价一次 

周勇、刘慧

茹、李谦

锁、杨娟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羊

羊有限提

供抵押担

保 

履

行

完

毕 

4 

DK-SY

16101

8002

借款

合同 

羊羊有限 

重庆苏

宁小额

贷款有

限公司 

500.00 
2016.10.19- 

2017.04.19 

月利率

为

0.5% 

内蒙古羊

羊牧业股

份有限公

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

证； 

履

行

完

毕 

5 2017 羊羊有限 中国银 290.00 2017.06.16-2 浮动利 羊羊有限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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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

中小

借字

002 号 

行股份

有限公

司二连

浩特市

分行 

018.06.16 率，以

实际提

款日为

起算

日，每

12 个

月为一

个浮动

周期，

重新定

价一次 

提供抵押

担保；周

勇、李谦锁

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在

履

行 

6 

苏右

信联

2017

保字

第 009

号 

羊羊有限 

苏尼特

右旗农

村信用

社联社

营业部 

300.00 
2017.07.12- 

2018.07.11 

月利率

3.625

‰上

浮

104% 

羊羊有限

提供抵押

担保 

正

在

履

行 

7 

（082

21717

07190

1）号

流动

资金

借款

合同 

羊羊有限 

内蒙古

太仆寺

农村商

业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营业部 

300.00 
2017.07.19- 

2018.07.18 

年利率

为

10.875

% 

羊羊有限

提供抵押

担保 

正

在

履

行 

8 

2017

年二

中小

借字

004号 

羊羊股份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二连

浩特市

分行 

1,500.00 
2017.10.29- 

2018.10.19 

人民币

借款浮

动利率

（以全

国银行

间同业

拆借中

心贷款

基础利

率为定

价基

础） 

羊羊股份

提供抵押

担保；周

勇、李谦锁

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正

在

履

行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业务具体情况”之

“（六）公司重大业务合同及履行情况”之“四、抵押合同”补充、更新披露如下： 

1、公司抵押合同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已签订的履行完毕及正在履行的抵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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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抵押人 抵押权人 抵押期限 金额（万元） 抵押物 

履行

情况 
备注 

1 羊羊有限 

苏尼特右旗元

和融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 

2016.06.17- 

2017.06.16 
300.00 资产设备 

履行

完毕 
注 1 

2 羊羊有限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二连

浩特市分行 

2016.10.16 

2017.10.15 
1,500.00 

房产、土

地 

履行

完毕 
注 2 

3 羊羊有限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二连

浩特市分行 

2016.10.16 

2017.10.15 
1,500.00 屠宰设备 

履行

完毕 
注 3 

4 羊羊有限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二连

浩特市分行 

2017.06.16- 

2018.06.16 
290.00 

熟食品加

工厂、污

水处理厂 

正在

履行 
注 4 

5 羊羊有限 

苏尼特右旗元

和融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 

2017.07.12- 

2018.07.11 
300.00 资产设备 

正在

履行 
注 5 

6 羊羊有限 

苏尼特右旗元

和融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 

2017.07.19- 

2018.07.18 
300.00 资产设备 

正在

履行 
注 6 

7 羊羊股份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二连

浩特市分行 

2017.10.29- 

2018.10.19 
1,500.00 

房屋、土

地 

正在

履行 
注 7 

注 1：2016 年 6 月 17 日，羊羊有限与苏尼特右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行）签订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苏右信联 2016 保字第 001 号。苏尼特右旗元合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抵押人羊羊有限与苏尼特右旗元和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抵押合

同（编号：苏右元合 2016 字第 001 号），为该合同提供评估价值为 641 万元的资产设备（包

括冷库及冷冻机组（含冷藏库、速冻库、排酸库）、供电线路及供电设施）为抵押物。 

注 2：2016 年 10 月 14 日，羊羊有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6 年二中小借字 003 号。抵押人羊羊有限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抵押合同（编号：2016 年二中小抵字 002 号），为该合同提供

评估价值为 3,032 万元的房产土地（蒙房权证苏尼特右旗字第 165031600625 号；苏右国用

（2014）第 09072 号）为抵押物。 

注 3：2016 年 10 月 14 日，羊羊有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6 年二中小借字 003 号。抵押人羊羊有限与中国银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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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抵押合同（编号：2016 年二中小抵字 003 号），为该合同提供

评估价值为 177.66 万元的屠宰设备为抵押物。 

注 4：2017 年 6 月 16 日，羊羊有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 年二中小借字 002 号。抵押人羊羊有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2016 年二中银企抵字第 002 号），为该

合同提供评估价值为 6,808,124.00 元的熟食品加工厂、评估价值为 2,860,691.00 元的污水处

理厂为抵押物。 

注 5：2017 年 7 月 12 日，羊羊有限与苏尼特右旗农村信用社联社营业部签订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合同编号：苏右信联 2017 保字第 009 号。苏尼特右旗元合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本

公司提供担保。抵押人羊羊有限与苏尼特右旗元合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编号：

苏右元合 2017 字第 001 号），为该合同提供评估价值为 902.73 万元的资产设备（包括型号

为日处理污水 600 吨的污水处理设备、熟食品加工设备、型号为 1 吨的电锅炉、型号为 2

吨的卧式燃油锅炉、型号为 1 吨的卧式燃油锅炉、电器半自动双层杀菌锅、蒸汽可倾夹层锅、

连续滚动真空包装机、全自动拉伸真空包装机、不锈钢小车、振动筛、翻转风干机、八角翻

斗机、滚筒搅拌机、盐水注射机）为抵押物。 

注 6：2017 年 7 月 19 日，羊羊有限与内蒙古太仆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08221717071901）号。苏尼特右旗元合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抵押人羊羊有限与苏尼特右旗元合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抵押合同

（编号：苏右元合 2017 字第 002 号），为该合同提供评估价值为 610.48 万元的资产设备（包

括冷库及冷冻机组、电力变压器）为抵押物。 

注 7：2017年 10 月 29日，羊羊股份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年二中小借字 004号。抵押人羊羊股份与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抵押合同（编号：2017年二中银企抵字第 003 号），为该合同提

供评估价值为 3,240.56 万元的房产土地（蒙（2017）苏尼特右旗不动产权第 0001198 号）

为抵押物。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三、公司业务相关的关键资

源要素”之“（二）公司无形资产情况”之“1、土地使用权”之“（1）公司土地使

用权”补充、更新披露如下：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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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使用权人 

土地证 

编号 
坐落 

土地

用途 

使用

权类

型 

面积（㎡） 终止日期 他项权利 

羊羊有限 

苏右国用

（2014）第

09072 号 

铁道工业

园区 

工业

用地 
出让 60,000.00 2055.11.08 

抵押苏右

他项

（2016）

第 745 号 

公司已取得由苏尼特右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相应的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证书编号：2005100）、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书编号：建字第

1525242014-107 号）。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取得不动产权证（证书编号：蒙（2017）

苏尼特右旗不动产权第 0001198 号）。 

注： 

1、2016 年 10月 14 日，羊羊有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6年二中小借字 003 号。抵押人羊羊有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抵押合同（编号：2016 年二中小抵字 002号），为该合同提供评估

价值为 3,032万元的房产土地（蒙房权证苏尼特右旗字第 165031600625号；苏右国用（2014）

第 09072号）为抵押物。他项权利证书编号为抵押苏右他项（2016）第 745 号。该抵押已

于 2017 年 10 月解除。 

2017年 10月 29 日，羊羊股份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年二中小借字 004号。抵押人羊羊股份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抵押合同（编号：2017年二中银企抵字第 003号），为该合同提供评估

价值为 3,240.56 万元的房产土地（蒙（2017）苏尼特右旗不动产权第 0001198 号）为抵押

物。他项权利证书编号为蒙（2017）苏尼特右旗不动产证明第 0000651号。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三、公司业务相关的关键资

源要素”之“（四）公司重要固定资产情况”之“1、房屋及建筑物”之“（1）公司

房屋及建筑物”补充、更新披露如下：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拥有一处自有房屋情况如下： 

序

号 
所有权人 坐落 权证号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规划 

用途 

他项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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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羊羊有限 
苏尼特右旗赛汉塔

拉镇工业园区 

蒙房权证苏尼特

右 旗 字 第

165031600625 号 

11,974.89 工业 

抵押苏右

房他证

2016 字第

596 号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取得不动产权证（证书编号：蒙（2017）苏尼特右旗

不动产权第 0001198 号）。公司 2017 年 5 月新增熟食品车间（净值 9,355,522.91

元）尚未办理产权证书，正在办理中。 

注： 

1、房屋详细情况可参见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三、（二）公司无形资产情况 1、土

地使用权注”。 

2、2016 年 10月 14 日，羊羊有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6年二中小借字 003 号。抵押人羊羊有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抵押合同（编号：2016 年二中小抵字 002号），为该合同提供评估

价值为 3,032万元的房产土地（蒙房权证苏尼特右旗字第 165031600625号；苏右国用（2014）

第 09072号）为抵押物。他项权利证书编号为抵押苏右房他证 2016字第 596号。该抵押已

于 2017 年 10 月解除。 

2017年 10月 29 日，羊羊股份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年二中小借字 004号。抵押人羊羊股份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连浩特市分行签订抵押合同（编号：2017年二中银企抵字第 003号），为该合同提供评估

价值为 3,240.56 万元的房产土地（蒙（2017）苏尼特右旗不动产权第 0001198 号）为抵押

物。他项权利证书编号为蒙（2017）苏尼特右旗不动产证明第 0000651号。 

二、审查期间，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一、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之“（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行

情况”补充、更新披露如下： 

（5）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2017 年 10 月 26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补充确认公司 2017 年 6 月到 9 月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2017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公

司 2017 年 6 月到 9 月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 



43 
 

三、审查期间，公司陆续将原有限公司所有资产、资质、相关证书等依法变

更至股份公司名下。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三、

公司业务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之“（三）公司业务许可资格或资质”中补充、更

新披露如下： 

3、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认证证书 

序

号 
证书名称 证书号 

认证/颁发

机关 
有效期 权利人 

备

注 

1 

HACCP 体

系认证证

书 

001HACCP1500187 
中国质量认

证中心 

2015.04.29- 

2018.04.28 
羊羊有限 注[1] 

2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证书 

00115Q23929R0S/1500 
中国质量认

证中心 

2015.05.04- 

2018.05.03 
羊羊有限 注[2] 

3 
有机产品

认证证书 
115OP1602566 

北京五洲恒

通认证有限

公司 

2016.12.19- 

2017.12.18 
羊羊有限 注[3] 

4 
有机产品

认证证书 
115OP1602567 

北京五洲恒

通认证有限

公司 

2016.12.19- 

2017.12.18 
羊羊有限 注[4] 

5 

HACCP体

系认证证

书 

001HACCP1500187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首次发证日期：

2015.04.29； 

本次发证日期： 

2017.10.26； 

有效期至：

2020.10.25 

羊羊股份 注
[5]
 

6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证书 

00117Q39231R1M/1500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首次发证日期：

2015.05.04； 

本次发证日期： 

2017.10.31； 

有效期至：

2020.10.30 

羊羊股份 注
[6]
 

注：对于临近有效期截止日期的资质，公司在该资质到期前办理续期手续。 

注[1] ：建立的 HACCP 体系符合 GB/T27341-2009《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

系食品生产企业通用要求》、GB14881-2013《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要求。通过认证的范

围如下：羊屠宰；速冻羊肉卷及速冻羊部位分割肉的加工。现已被上表中“序号 5”的“证

书号 001HACCP1500187”的 HACCP体系认证证书取代。 

注[2] ：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标准：ISO9001：2008、GB/T19001-2008。通过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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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范围如下：羊屠宰；速冻羊肉卷及速冻羊部位分割肉的加工。现已被上表中“序号 6”的

“证书号 00117Q39231R1M/1500”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取代。 

注[3] ：有机产品认证的类别：禽畜养殖 

注[4] ：有机产品认证的类别：加工 

注
[5] 

：建立的 HACCP 体系符合 GB/T27341-2009《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

系食品生产企业通用要求》、GB14881-2013《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要求。通过认证的范

围如下：羊屠宰；速冻羊肉卷及速冻羊部位分割肉的加工；牛羊肉酱卤肉制品的加工。 

注
[6]
 ：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标准：ISO9001：2015、GB/T19001-2015。通过的认

证范围如下：羊屠宰；速冻羊肉卷及速冻羊部位分割肉的加工；牛羊肉酱卤肉制品的加工。 

上述业务许可资质权利人由羊羊有限更名为羊羊股份的更名手续正在办理中。 

除此之外，公司及主办券商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

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公司不存在涉及

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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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锡林

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之

盖章页）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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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

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盖章页） 

 

项目组成员：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李晓丽            杨春艳            范玲玲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 

李晓丽 

 

内核专员：_____________ 

夏珊珊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