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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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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立华”）于 2018 年 1月

16日披露了《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现对该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与关联方提供货物销售、采购、仓储等业务的过往交易及交易金额，

并合理考虑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及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预计 2018 年度公司

与关联方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度约为 10,400.0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计金额 

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 

北京丰茂植保机械有限公司 4,550.00  

河北冀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40.00  

江西省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沃尔得化工有限公司 215.00  

小计 5,605.00  

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河北冀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0.00  

小计 110.00  

接受关联方提供

的劳务 

北京丰茂植保机械有限公司 2,500.00  

天津中农化肥储运贸易有限公司 120.00  

天津中农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100.00  

中农餐茂（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100.00  

中农天鸿（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小计 2,920.00  



接受关联方提供

的租赁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 720.00  

天津中农化肥储运贸易有限公司 667.00  

中国供销集团南通国际棉花有限公司 35.00  

广州康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  

小计 1,432.00  

接受关联方提供

的担保服务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 300.00  

小计 300.00  

接受关联方提供

的资金拆借服务 

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3.00  

小计 33.00  

合  计 10,400.00  

 

二、 关联方介绍 

公司已在 2018 年 1 月 16 日披露的《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中对关联方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农集团”）、

河北冀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丰茂植保机械有限公司做了介绍，现对河北冀

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丰茂植保机械有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进行补充，

并对关联方基本情况表中涉及的其余关联方进行介绍： 

 

(一) 河北冀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关系 

本公司可以对河北冀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施加重大影响，公司持有其 20%的

股权，并委派了一名董事。 

 

(二) 北京丰茂植保机械有限公司 

1、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农丰茂植保机械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持有中农丰茂植

保机械有限公司 49%的股权。 

 

(三) 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财务”）于 2014年 02月 21日经北

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882799490，注册



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号 C座 7层，

法定代表人：邢宏伟，经营范围：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一）对成员单位办理

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七）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

单位的存款；（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供销财务 2016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99,298.57

万元，净资产为 52,848.39 万元，2016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10,755.84 万元，

净利润为 2,083.58 万元。 

2、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在前期

同类关联交易中，均按约定履行，未出现违约情形。 

 

(四) 中国供销集团南通国际棉花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中国供销集团南通国际棉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棉南通”）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12582305938U，注册资本：126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江苏省南通市通

州经济开发区南区锦绣路北希望大道西，法定代表人：周称如，经营范围：棉花、

麻、棉短绒、棉纱、农产品销售；农用机械、金属机械、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服装、针纺织品加工、销售；金属材料、橡胶制品、皮革制品、

木材、钢铁、金属制品、汽车配件、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仓储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经营的商品除外）；与

上述业务有关的信息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工程技术设计咨询服务；房屋、

仓库租赁服务；物业管理。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中棉南通 2016 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3,357.99

万元，净资产为 13,030.69 万元，2016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23,782.78 万元，



净利润为 230.59万元。 

2、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 

 

(五) 天津中农化肥储运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天津中农化肥储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储运”）于 2001 年 04 月

01 日经天津市武清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2727494101D，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天津市武清区杨

村镇南，法定代表人：于显鸿，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代购、代销、代储、代运

化肥、农膜、小农具；钢材、土产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建筑装饰材料、五

金交电、机械设备配件、有色金属、不锈钢制品；农药储存（按储存批准证储存）,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农储运 2016 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484.16

万元，净资产为 303.76 万元，2016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735.46 万元，净利润

为 53.5 万元。 

2、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在前期

同类关联交易中，均按约定履行，未出现违约情形。 

 

(六) 天津中农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天津中农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农”）于 1998 年 04 月 20

日经天津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201167004723161，注册资本：27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天津市滨海新



区塘沽新港六米，法定代表人：刘清波，经营范围：农业生产资料(经营范围涉

及国家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化肥、饲料、机械设备、化工(不含危险品）、

农副产品、百货批发兼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代办仓储服务（危

险品除外）；农业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劳务服务；货运代理。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天津中农 2016 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662.05

万元，净资产为 617.86 万元，2016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3,594.97 万元，净利

润为 55.31 万元。 

2、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在前期

同类关联交易中，均按约定履行，未出现违约情形。 

 

(七) 中农餐茂（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中农餐茂（北京）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餐茂”）于 2011 年 05 月

10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批准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5752253151，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

门外大街甲 1号-1层 103-107室，法定代表人：张佳琦，经营范围：餐饮服务；

销售食品；会议服务；销售日用品、出租办公用房；清洁服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农餐茂 2016 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62.29 万

元，净资产为-660.17 万元，2016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924.14 万元，净利润为

-245.48万元。 

2、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在前期

同类关联交易中，均按约定履行，未出现违约情形。 

 



(八) 中农天鸿（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中农天鸿（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天鸿”）于 2009 年

12 月 09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批准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97673669Q，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恩济

花园 13 号楼 102 室，法定代表人：张佳琦，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

停车场服务；工程勘察设计；经济贸易咨询；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农天鸿 2016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5,069.01 万

元，净资产为 1,627.57 万元，2016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3,303.18 万元，净利

润为 236.74 万元。 

2、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在前期

同类关联交易中，均按约定履行，未出现违约情形。 

 

(九)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成都公司 

1、基本情况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成都公司（以下简称“中农成都”）于 1987 年 01 月 28

日经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201800151Q，

注册资本：3137.7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成都市武侯区小天西街 6 号，法定代

表人：邹盛发，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农业

机械，中小农具，肥料，农用薄膜，饲料、房屋租凭；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农成都 2016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5,768.24

万元，净资产为 29,732.05 万元，2016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31,539.16 万元，

净利润为 497.57万元。 

2、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在前期

同类关联交易中，均按约定履行，未出现违约情形。 

 

(十) 广州康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广州康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康隆”）于 2000 年 04 月 13

日经广州市越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21951404L，注册资本：12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中山

二路 54、56号汇隆大厦，法定代表人：江青松，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场地租赁

（不含仓储）;停车场经营。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广州康隆 2016 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885.48 万

元，净资产为 576.29 万元，2016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515.82 万元，净利润为

127.36万元。 

2、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在前期

同类关联交易中，均按约定履行，未出现违约情形。 

 

(十一) 江西省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沃尔得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江西省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沃尔得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沃尔得”）

于 2008 年 01 月 21 日经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60100669785372G，注册资本：3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江西省南昌

市东湖区三经路 9号 6楼，法定代表人：李科明，经营范围：中低毒类农药（原

药类及其他须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的农药除外）；化肥、塑料原料及制品、

普通机械、农林牧渔机械、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销售。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江西沃尔得 2016 年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30,704.72

万元，净资产为 12,546.64 万元，2016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2,056.11 万元，净



利润为 327.55万元。 

2、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在前期

同类关联交易中，均按约定履行，未出现违约情形。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的规

定，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交易，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

依据。公司已与中农集团、供销财务、中农储运及中棉南通分别签署了部分合同，

其余与关联方交易的协议将于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后陆续签

署。 

 

(一) 与中农集团签署《担保费合同》 

公司与中农集团于 2015年 1月签署了《担保费合同》，中农集团为公司在银

行的融资向出借银行提供担保，担保费率年化费率为 0.5%，担保费收取自 2015

年 1月 1日至 2015 年 12月 31日，合同到期后，若无书面异议，合同有效期自

动顺延。2018年，中农集团为公司的不超过 77,040.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

预计担保费不超过 300 万元。 

 

(二) 与中农集团签署《写字楼租赁合同》 

公司于2017年2月与中农集团签署了《写字楼租赁合同》，租赁期限：

2017.2.1-2020.1.31，年租金495.81万元。 

公司分公司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2017年2月与中农

集团签署了《写字楼租赁合同》，租赁期限：2017.2.1-2020.1.31，年租金210.94

万元。 

 

 

 



(三) 与供销财务签署《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公司于2016年11月、12月两次与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供销财务

签署了《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借款金额总计 3,956万元，借款期限：

2016.11.23-2021.12.20，利率4.35%。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剩余借款余额为750万元，到期日为2021年12月20日，

供销财务将按年化4.35%收取利息费用。 

 

(四) 与中农储运签署的《关于农药化学品之仓储合同》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月与中

农储运签署了《关于农药化学品之仓储合同》，租赁期限：2018.1.1-2018.12.31，

年租金 300万元。 

(五) 与中棉南通签署的《关于农药或其他化学品之仓库仓储合同》 

公司于 2018年 1月与中棉南通签署了《关于农药或其他化学品之仓库仓储

合同》，租赁期限：2018.1.1-2018.12.31，年租金 22万元。 

特此公告。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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