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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7-020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与关联方

江西禾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益化工”）、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常隆农化”）、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隆化工”）、

山东绿邦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邦作物”）、湖南大方农化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大方”）、湖南华福盛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福盛禾”）、大荔新农人植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荔新农人”）、

太康县大农户植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康大农户”）、兰州田园金

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田园”）、眉山绿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眉山绿诺”）、中江县田田圈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江县田

田圈”）、长治市多彩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治多彩”）、烟台

顺泰植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顺泰”）、新乡县金良丰植保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金良丰”）、扬州田田圈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扬州田田圈”）2017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的估

计，该议案已经 2017年 4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年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卢柏强先生、陈俊旺先生

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上述议案尚须获得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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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禾益化工 

农药 

原药 

依据市场

定价原

则，定价

公允。 

1,200 158.38 763.72 

常隆农化 6,000 2,275.42 4,114.25 

常隆化工 150 - 113.01 

小计   12,200 2,433.80 4,990.98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湖南大方 

农药制

剂、植物

营养肥

料。 

依据市场

定价原

则，定价

公允。 

1,000 67.93 572.61 

常隆农化 200 4.99 24.65 

常隆化工 400 - 273.76 

禾益化工 100 - 32.73 

湖南华福 100 - 59.04 

大荔新农 200 111.92 157.71 

太康县 

大农户 
200 48.06 1,385.85 

兰州田园 200 27.93 121.7 

眉山绿诺 400 79.38 304.15 

中江县 

田田圈 
250 39.91 157.04 

长治多彩 300 42.15 233.18 

烟台顺泰 3000 242.35 2625.90 

新乡 

金良丰 
300 135.89 236.86 

扬州 

田田圈 
400 - 322.06 

小计   7050 800.52 5,260.24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禾益 

化工 

农药 

原药 
763.72 1,200 4.34 -36.36 

2016年 

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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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 常隆 

农化 
4,114.25 9,000 0.12 -54.29 

、10月28

日 

巨潮 

资讯网

（http: 

//www 

.cninfo. 

Com 

.cn）  

常隆 

化工 
113．01 1,800 0.8 -93.72 

绿邦 

作物 
- 200 - -100 

小计  4,990.98 12,200 5.26 -59.09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湖南 

大方 

农药

制

剂、

植物

营养

肥 

572.61 1,000 0.28 -46.58 

常隆 

农化 
24.65 200 0.01 -87.68 

常隆 

化工 
273.76 400 0.14 -31.56 

禾益 

化工 
32.73 100 0.02 -67.27 

湖南 

华福 
59.04 - 0.03 - - 

大荔 

新农 
157.71 - 0.08 - - 

太康县 

大农户 
1,385.85 - 0.07 - - 

兰州 

田园 
121.7 - 0.06 - - 

眉山 

绿诺 
304.15 - 0.16 - - 

中江县 

田田圈 
157.04 - 0.08 - - 

长治 

多彩 
233.18 - 0.12 - - 

烟台 

顺泰 
2625.90 - 1.34 - - 

新乡 

金良丰 
236.86 - 0.12 - - 

扬州 

田田圈 
322.06 - 0.16 - - 

小计  5,260.24 1,700 2.67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定价原则，适时选择性

价比较高的合作伙伴，导致与预计数有较大差异。交易公平、

公正，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定价原则，适时选择性

价比较高的合作伙伴，导致与预计数有较大差异。交易公平、

公正，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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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西禾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庆雷 

注册资本：14,000万元 

住    所：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龙城镇矶山村 

公司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27日 

经营范围：农药及精细化工产品制造、加工、销售（均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

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自营本企业

零星建筑维修、设备安装；保温保冷；防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

上业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截止2016年12月31日，禾益化工资产总额为45,639.05万元，负债总额为     

7,785.67万元，净资产为37,853.38万元；2016年1-12月，禾益化工实现营业收

入37,702.43万元，净利润4,498.3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伯阳 

注册资本：258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泰兴经济开发区团结河路 8 号 

成立日期：2009 年 9 月 11 日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农药原药、农药制剂（按许可证所列范围）及副

产品氢氧化纳、磷酸生产、销售；十八酰氯、2-氰基苯酚及副产品盐酸生产、销

售。一般经营项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

设备、零配件、原辅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常隆农化资产总额为137,652.70万元，负债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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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21.98万元，净资产为29,630.72万元；2016年1-12月，常隆农化实现营业

收入108,021.98万元，净利润-1,657.54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四川华信(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长江北路1229号 

法定代表人：穆海亮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聚氨酯树脂、N，N-二甲基甲酰胺（精馏）、盐

酸的生产；农药原药、农药制剂、有机化工原料（限已取得危险化学品许可证和

许可证有效期内的产品）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农药制剂、聚氨酯树脂合成革、铸造树脂、2-氯-5-氯甲基

砒啶、功夫酸、丁硫脲、三氟烟酸、甲磺胺、乙磺胺、苄磺胺的的生产；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常隆化工资产总额为55,827.85万元，负债总额为     

18,085.00万元，净资产为37,642.85万元。2016年1-12月，常隆化工实现营业收

入48,809.77万元，净利润-1,650.88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名称：山东绿邦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章丘市水寨镇水南村  

法定代表人：王云辉  

注册资本：4,181.50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货币 

公司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农药生产经营（需生产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五金交电、建材、装饰材料、钢材、木材、橡胶制品、汽车配件

的批发、零售；化工技术（不含危险品）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绿邦作物资产总额为 18,995.32 万元，负债总

额为 10,273.75 万元，净资产为 8,721.57 万元。2016 年 1-12 月，绿邦作物

实现营业收入 15,143.64 万元，净利润 654.93 万元（以上数据经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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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湖南大方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松 

注册资本：1,759.50万元人民币 

住    所：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滨湖社区军科路1号 

公司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11月11日 

经营范围：农药研发；农药的生产、批发、零售(涉及危险化学品的限分支

机构凭许可证经营)；农药技术服务；农药技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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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湖南大方资产总额为8,406.17万元，负债总额为

6,953.81万元，净资产为1,452.36万元；2016年1-12月，湖南大方实现营业收入

7,880.35万元，净利润-159.2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湖南中鑫和顺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计）。 

6、湖南华福盛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军华 

注册资本：462万元人民币 

住    所：宁乡县历经铺乡金南社区金玉东路2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月26日 

经营范围：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家禽饲养；牲畜

饲养；内陆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农业病虫害防治服务；垂钓服务；农产品

互联网销售；稻谷、蔬菜、水果、花卉、园艺作物的种植；化肥、农药、农作物

种子、农业机械的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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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华福盛禾资产总额为 900.23 万元，负债总额为

412.05 万元，净资产为 488.18 万元；2016 年 1-12 月，华福盛禾实现营业收入

2001.03万元，净利润 26.14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湖南华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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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荔新农人植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柳增胜 

注册资本：222万元人民币 

住    所：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城关镇农资东路5-2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2月9日 

经营范围：农药（不含剧毒农药）、化肥、地膜的销售，农技服务、新技术

推广、培训；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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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大荔新农人资产总额为 495.0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63.06 万元，净资产为 231.96 万元；2016 年 1-12 月，大荔新农人实现营业收

入 298.02万元，净利润 7.1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陕西华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8、太康县大农户植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轩冬梅 

注册资本：580万元人民币 

住    所：太康县建设路北段（橡胶厂院内）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2月12日 

经营范围：种子（不再分装）肥料、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太康县大农户资产总额为 454.58 万元，负债总额

为-149.96万元，净资产为 604.54 万元；2016年 1-12月，太康县大农户实现营

业收入 256.03 万元，净利润 17.93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周口益立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 

9、兰州田园金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延香 

注册资本：290万元人民币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8 

住    所：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太白东路1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2月28日 

经营范围：种子（专门经营不再分装包装种子）、农药[中低毒化学农药、

生物农药（不含剧毒）]、化肥、农膜、农用器具批发、零售；日光温室蔬菜种

植、批发、零售、采摘；新品种试验与推广；农业技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依法

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兰州田园资产总额为 331.49 万元，负债总额为

30.11 万元，净资产为 301.38 万元；2016 年 1-12 月，兰州田园实现营业收入

212.38万元，净利润 8.2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兰州鑫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0、眉山绿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廷均 

注册资本：400万元人民币 

住    所：眉山市东坡区金象大道666-2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月5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农药、化肥、农机、农膜；农业科技咨询、推广、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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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眉山绿诺资产总额为 740.52 万元，负债总额为

319.77 万元，净资产为 420.75 万元；2016 年 1-12 月，眉山绿诺实现营业收入

912.21 万元，净利润 15.94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四川万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11、中江县田田圈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昌建 

注册资本：602.57万元人民币 

住    所：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南华镇西山村7社（中江元丰农资仓储配送

中心综合楼2楼6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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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5年6月24日 

经营范围：农业技术推广服务，通信设备销售，网上销售：农产品（不含国

家限制经营中药材），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日用杂品，农机，农具，塑料制品、化学肥料，饲料，不再分装的农作物小袋装

种子，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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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中江田田圈资产总额为 834.7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75.61 万元，净资产为 659.15 万元；2016 年 1-12 月，中江田田圈实现营业收

入 673.76 万元，净利润 22.29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四川华地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12、长治市多彩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红兵 

注册资本：393.18万元人民币 

住    所：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滨湖社区军科路1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11月11日 

经营范围：农药研发；农药的生产、批发、零售(涉及危险化学品的限分支

机构凭许可证经营)；农药技术服务；农药技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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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长治多彩资产总额为 575.02 万元，负债总额为

94.34 万元，净资产为 480.68 万元；2016 年 1-12 月，长治多彩实现营业收入

1,344.74 万元，净利润 0.013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山西晋才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计）。 

13、烟台顺泰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吉强 

注册资本：6257.2万元人民币 

住    所：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驻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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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7日 

经营范围：辛硫酸、百草枯、三唑酮、萘乙酸的批发（禁止储存，有效期限

以许可证为准)；果树新品种引进、繁育，农用激素、增效剂、叶面肥、果蔬用

药的研究、技术开发、推广、转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农业技术咨询、推广服

务，化肥、有机肥、化工原料、植保机械的批发、零售；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

务；装卸搬运；果品的收购、储藏、加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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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烟台顺泰资产总额为 13922.64 万元，负债总额为

5531.60 万元，净资产为 8391.04 万元；2016 年 1-12 月，烟台顺泰实现营业收

入 11,281.39 万元，净利润 389.84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山东华诺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计）。 

14、新乡县金良丰植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单文光 

注册资本：449.02万元人民币 

住    所：新乡县古固寨镇古北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月22日 

经营范围：农药、化肥、农膜、农机具、农药机械、包装种子、五金交电、

有机肥、通讯产品及配件、土产日杂批发、零售，农副产品购销，农业技术服务。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新乡金良丰资产总额为 1174.82 万元，负债总额

为 561.29万元，净资产为 613.53 万元；2016年 1-12月，新乡金良丰实现营业

收入 1776.24万元，净利润 43.79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河南正延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15、扬州田田圈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相军 

注册资本：1443.26万元人民币 

住    所：宝应县安宜镇刘庄村刘庄组（原刘庄小学）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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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5年3月5日 

经营范围：农药（危险化学品除外）、化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膜、

农机具、农业机械、日用百货批发、销售；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上贸易代理；

电信代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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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扬州田田圈资产总额为 3955.48 万元，负债总额

为 845.22 万元，净资产为 3110.26 万元；2016 年 1-12 月，扬州田田圈实现营

业收入 2995.77万元，净利润 40.64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扬州弘瑞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禾益化工：公司持有其 20%的股权，禾益化工的其他股东与公司及公司

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常隆农化：2017年 2月 16日后公司不再持有其股权。 

3、常隆化工：公司关联股东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78.61%的

股权。 

4、绿邦作物：公司持有其 30.61%的股权，绿邦作物的其他股东与公司及公

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5、湖南大方：公司持有其 27.45%的股权，湖南大方的其他股东与公司及公

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6、公司分别持有华福盛禾、大荔新农人、太康县大农户、兰州田园、眉山

绿诺 35%的股权。 

7、公司分别持有中江田田圈、长治多彩、烟台顺泰、新乡金良丰、扬州田

田圈 51%的股权。 

上述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

及第（五）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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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关联方的依法存续、正常经营、财务状况及营业收入较为稳定，以

上关联方均具备履行该关联交易额度的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交易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

等现象。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交易由于分多次进行，并且每次交易的产品数量均根据市场需求的进度而

定，签定具体的销售合同，结算方式为货到验收合格后结清。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7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原材料的需求

及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为正常的商业往来。随着公司主营业务的逐步扩大，公

司将持续扩大各差异化品牌的比较优势和影响力，实现多品牌互相促进增长。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

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大的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由

于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同类交易的比例较低，公司不会对上述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孙叔宝先生、刘成敏先生、孔祥云先生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遵循了客观、

公平、公允的原则，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交易定

价原则为执行市场价，定价公允、合理, 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同意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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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八日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与关联方江西禾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益化工”）、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隆农化”）、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隆化工”）、山东绿邦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邦作物”）、湖南大方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大方”）、湖南华福盛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福盛禾”）、大荔新农人植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荔新农人”）、太康县大...
	上述议案尚须获得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华福盛禾资产总额为900.23万元，负债总额为412.05万元，净资产为488.18万元；2016年1-12月，华福盛禾实现营业收入2001.03万元，净利润26.14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湖南华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大荔新农人资产总额为495.02万元，负债总额为263.06万元，净资产为231.96万元；2016年1-12月，大荔新农人实现营业收入298.02万元，净利润7.11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陕西华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太康县大农户资产总额为454.58万元，负债总额为-149.96万元，净资产为604.54万元；2016年1-12月，太康县大农户实现营业收入256.03万元，净利润17.93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周口益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兰州田园资产总额为331.49万元，负债总额为30.11万元，净资产为301.38万元；2016年1-12月，兰州田园实现营业收入212.38万元，净利润8.2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兰州鑫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6年12月31日，眉山绿诺资产总额为740.52万元，负债总额为319.77万元，净资产为420.75万元；2016年1-12月，眉山绿诺实现营业收入912.21万元，净利润15.94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四川万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6年12月31日，中江田田圈资产总额为834.76万元，负债总额为175.61万元，净资产为659.15万元；2016年1-12月，中江田田圈实现营业收入673.76万元，净利润22.29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四川华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6年12月31日，长治多彩资产总额为575.02万元，负债总额为94.34万元，净资产为480.68万元；2016年1-12月，长治多彩实现营业收入1,344.74万元，净利润0.013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山西晋才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2016年12月31日，烟台顺泰资产总额为13922.64万元，负债总额为5531.60万元，净资产为8391.04万元；2016年1-12月，烟台顺泰实现营业收入11,281.39万元，净利润389.84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山东华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新乡金良丰资产总额为1174.82万元，负债总额为561.29万元，净资产为613.53万元；2016年1-12月，新乡金良丰实现营业收入1776.24万元，净利润43.79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河南正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扬州田田圈资产总额为3955.48万元，负债总额为845.22万元，净资产为3110.26万元；2016年1-12月，扬州田田圈实现营业收入2995.77万元，净利润40.64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扬州弘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禾益化工：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禾益化工的其他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常隆农化：2017年2月16日后公司不再持有其股权。
	3、常隆化工：公司关联股东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78.61%的股权。
	4、绿邦作物：公司持有其30.61%的股权，绿邦作物的其他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5、湖南大方：公司持有其27.45%的股权，湖南大方的其他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6、公司分别持有华福盛禾、大荔新农人、太康县大农户、兰州田园、眉山绿诺35%的股权。
	7、公司分别持有中江田田圈、长治多彩、烟台顺泰、新乡金良丰、扬州田田圈51%的股权。
	上述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及第（五）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依法存续、正常经营、财务状况及营业收入较为稳定，以上关联方均具备履行该关联交易额度的支付能力。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交易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等现象。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交易由于分多次进行，并且每次交易的产品数量均根据市场需求的进度而定，签定具体的销售合同，结算方式为货到验收合格后结清。
	2017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原材料的需求及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为正常的商业往来。随着公司主营业务的逐步扩大，公司将持续扩大各差异化品牌的比较优势和影响力，实现多品牌互相促进增长。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大的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由于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同类交易的比例较低，公司不会对上述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孙叔宝先生、刘成敏先生、孔祥云先生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交易定价原则为执行市场价，定价公允、合理, 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同意提交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