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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A)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及
(B)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草案）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宣佈，根據本公司經營發展需要，本公司
董事會（「董事會」）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六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建議對本公司的利潤分配
具體政策及審議程序進行修改及相應修訂本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董事會建議對公司章程第二百二十九條及第二百三十條作出下列相應修訂：

現有條文
修訂後條文

（加下劃線者為建議修訂）

第二百二十九條

公司利潤分配具體政策：

（一）利潤分配的形式：公司採用現金、股
票或者現金與股票相結合的方式分配
利潤。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公司可以
進行中期利潤分配。

第二百二十九條

公司利潤分配具體政策：

（一）利潤分配的形式：公司採用現金、股
票或者現金與股票相結合的方式分配
利潤。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公司可以
進行中期利潤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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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修訂後條文

（加下劃線者為建議修訂）

（二）公司現金分紅的具體條件和比例：除
特殊情況外，公司在當年盈利且累計
未分配利潤為正的情況下，採取現金
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現金方式分配
的利潤不少於當年度實現的可分配利
潤的10%。

特殊情況是指：擬回購股份、需重大
投資。

擬回購股份所需金額、重大投資的標
準如下：

（二）公司現金分紅的具體條件和比例：除
特殊情況外，公司在當年盈利且累計
未分配利潤為正的情況下，採取現金
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現金方式分配
的利潤不少於當年度實現的可分配利
潤的10%。

特殊情況是指：擬回購股份、需重大
投資，以及經由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
過的其它特殊事項。

擬回購股份所需金額、重大投資的標
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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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修訂後條文

（加下劃線者為建議修訂）

1、 交易涉及的資產總額（同時存在
帳面值和評估值的，以高者為
準）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
產的50%以上；

2、 交易標的（如股權）在最近一個會
計年度相關的主營業務收入佔公
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主營
業務收入的50%以上，且絕對金
額超過50,000,000元；

3、 交易標的（如股權）在最近一個會
計年度相關的淨利潤佔公司最近
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淨利潤的
5 0 %以上，且絕對金額超過
5,000,000元；

4、 交易的成交金額（包括承擔的債
務和費用）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
計淨資產的50%以上，且絕對金
額超過50,000,000元；

1、 交易涉及的資產總額（同時存在
帳面值和評估值的，以高者為
準）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
產的50%以上；

2、 交易標的（如股權）在最近一個會
計年度相關的主營業務收入佔公
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主營
業務收入的50%以上，且絕對金
額超過50,000,000元；

3、 交易標的（如股權）在最近一個會
計年度相關的淨利潤佔公司最近
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淨利潤的
5 0 %以上，且絕對金額超過
5,000,000元；

4、 交易的成交金額（包括承擔的債
務和費用）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
計淨資產的50%以上，且絕對金
額超過5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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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修訂後條文

（加下劃線者為建議修訂）

5、 交易產生的利潤佔公司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經審計淨利潤的50%以
上，且絕對金額超過5,000,000
元；

上述指標計算中涉及的資料如為負
值，取其絕對值計算。

（三）公司發放股票股利的條件：公司在滿
足上述現金分紅的條件下，可以提出
股票股利分配預案。

5、 交易產生的利潤佔公司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經審計淨利潤的50%以
上，且絕對金額超過5,000,000
元；

上述指標計算中涉及的資料如為負
值，取其絕對值計算。

（三）公司發放股票股利的條件：公司在滿
足上述現金分紅的條件下，可以提出
股票股利分配預案。

第二百三十條

公司利潤分配方案的審議程序：

（一）公司董事會就利潤分配方案的合理性
進行充分討論並形成詳細會議記錄。
獨立董事應當就利潤分配方案發表明
確意見。利潤分配方案形成專項決議
後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二）公司當年盈利且累計未分配利潤為正
的情況下，不採取現金方式分紅或擬
定的現金分紅比例未達到第二百三十
條規定的，股東大會審議利潤分配方
案時，公司為股東提供網路投票方
式。

第二百三十條

公司利潤分配方案的審議程序：

（一）公司董事會就利潤分配方案的合理性
進行充分討論並形成詳細會議記錄。
獨立董事應當就利潤分配方案發表明
確意見。利潤分配方案形成專項決議
後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二）公司當年盈利且累計未分配利潤為正
的情況下，不採取現金方式分紅或擬
定的現金分紅比例未達到第二百二十
九條規定的，股東大會審議利潤分配
方案時，公司為股東提供網路投票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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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修訂後條文

（加下劃線者為建議修訂）

（三）公司因前述第二百三十條規定的特殊
情況而不進行現金分紅時，董事會就
不進行現金分紅的具體原因、公司保
留盈餘的確切用途及預計投資收益等
事項進行專項說明，經獨立董事發表
意見後提交股東大會審議，並在公司
指定媒體上予以披露。

（三）公司因前述第二百二十九條規定的特
殊情況而不進行現金分紅時，董事會
就不進行現金分紅的具體原因、公司
保留盈餘的確切用途及預計投資收益
等事項進行專項說明，經獨立董事發
表意見後提交股東大會審議且經出席
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2/3以上
通過，並在公司指定媒體上予以披
露。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草案）

本公司宣佈，根據本公司業務發展需要，董事會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六日舉行之董事會會
議上建議對本公司的利潤分配具體政策及審議程序進行修改及相應修訂本公司章程（草
案）。公司章程（草案）將自本公司發行A股經中國證監會核准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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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建議對公司章程（草案）第二百二十九條及第二百三十條作出下列相應修訂：

現有條文
修訂後條文

（加下劃線者為建議修訂）

第二百二十九條

公司利潤分配具體政策：

（一）利潤分配的形式：公司採用現金、股
票或者現金與股票相結合的方式分配
利潤。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公司可以
進行中期利潤分配。

（二）公司現金分紅的具體條件和比例：除
特殊情況外，公司在當年盈利且累計
未分配利潤為正的情況下，採取現金
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現金方式分配
的利潤不少於當年度實現的可分配利
潤的10%。

第二百二十九條

公司利潤分配具體政策：

（一）利潤分配的形式：公司採用現金、股
票或者現金與股票相結合的方式分配
利潤。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公司可以
進行中期利潤分配。

（二）公司現金分紅的具體條件和比例：除
特殊情況外，公司在當年盈利且累計
未分配利潤為正的情況下，採取現金
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現金方式分配
的利潤不少於當年度實現的可分配利
潤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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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修訂後條文

（加下劃線者為建議修訂）

特殊情況是指：擬回購股份、需重大
投資。

擬回購股份所需金額、重大投資的標
準如下：

1、 交易涉及的資產總額（同時存在
帳面值和評估值的，以高者為
準）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
產的50%以上；

2、 交易標的（如股權）在最近一個會
計年度相關的主營業務收入佔公
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主營
業務收入的50%以上，且絕對金
額超過50,000,000元；

3、 交易標的（如股權）在最近一個會
計年度相關的淨利潤佔公司最近
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淨利潤的
5 0 %以上，且絕對金額超過
5,000,000元；

4、 交易的成交金額（包括承擔的債
務和費用）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
計淨資產的50%以上，且絕對金
額超過50,000,000元；

特殊情況是指：擬回購股份、需重大
投資，以及經由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
過的其它特殊事項。

擬回購股份所需金額、重大投資的標
準如下：

1、 交易涉及的資產總額（同時存在
帳面值和評估值的，以高者為
準）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
產的50%以上；

2、 交易標的（如股權）在最近一個會
計年度相關的主營業務收入佔公
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主營
業務收入的50%以上，且絕對金
額超過50,000,000元；

3、 交易標的（如股權）在最近一個會
計年度相關的淨利潤佔公司最近
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淨利潤的
5 0 %以上，且絕對金額超過
5,000,000元；

4、 交易的成交金額（包括承擔的債
務和費用）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
計淨資產的50%以上，且絕對金
額超過5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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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修訂後條文

（加下劃線者為建議修訂）

5、 交易產生的利潤佔公司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經審計淨利潤的50%以
上，且絕對金額超過5,000,000
元；

上述指標計算中涉及的資料如為負
值，取其絕對值計算。

（三）公司發放股票股利的條件：公司在滿
足上述現金分紅的條件下，可以提出
股票股利分配預案。

5、 交易產生的利潤佔公司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經審計淨利潤的50%以
上，且絕對金額超過5,000,000
元；

上述指標計算中涉及的資料如為負
值，取其絕對值計算。

（三）公司發放股票股利的條件：公司在滿
足上述現金分紅的條件下，可以提出
股票股利分配預案。

第二百三十條

公司利潤分配方案的審議程序：

（一）公司董事會就利潤分配方案的合理性
進行充分討論並形成詳細會議記錄。
獨立董事應當就利潤分配方案發表明
確意見。利潤分配方案形成專項決議
後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二）公司當年盈利且累計未分配利潤為正
的情況下，不採取現金方式分紅或擬
定的現金分紅比例未達到第二百三十
條規定的，股東大會審議利潤分配方
案時，公司為股東提供網路投票方
式。

第二百三十條

公司利潤分配方案的審議程序：

（一）公司董事會就利潤分配方案的合理性
進行充分討論並形成詳細會議記錄。
獨立董事應當就利潤分配方案發表明
確意見。利潤分配方案形成專項決議
後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二）公司當年盈利且累計未分配利潤為正
的情況下，不採取現金方式分紅或擬
定的現金分紅比例未達到第二百二十
九條規定的，股東大會審議利潤分配
方案時，公司為股東提供網路投票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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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修訂後條文

（加下劃線者為建議修訂）

（三）公司因前述第二百三十條規定的特殊
情況而不進行現金分紅時，董事會就
不進行現金分紅的具體原因、公司保
留盈餘的確切用途及預計投資收益等
事項進行專項說明，經獨立董事發表
意見後提交股東大會審議，並在公司
指定媒體上予以披露。

（三）公司因前述第二百二十九條規定的特
殊情況而不進行現金分紅時，董事會
就不進行現金分紅的具體原因、公司
保留盈餘的確切用途及預計投資收益
等事項進行專項說明，經獨立董事發
表意見後提交股東大會審議且經出席
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2/3以上
通過，並在公司指定媒體上予以披
露。

對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案）之建議修訂乃以中文編製，因此英文版本僅為譯文。倘若
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案）之英文譯文與中文版本之間存在任何不符，應以中文版本為
準。

上述對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案）之建議修訂須經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透過
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當中載有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案）的詳情的通函將於
適當時候向本公司股東寄發。

承董事會命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安

中國烟台，二零二零年三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安先生、張輝先生及王艷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
宗宜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姜洪奇先生、李煒先生及李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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