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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与关联方

山东和康源生物育种股份有限公司（“和康源育种”）、江西省奶牛原种场有限

公司（“奶牛原种场”）、江西正邦林业开发有限公司（“正邦林业”）、江西

增鑫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鑫牧业”）、正瓴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正瓴租赁公司”）、江西维雀乳业有限公司（“维雀乳业”）、江西科鼎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科鼎资产”）、江西江南香米业有限公司（“江南香”）日

常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的估计，并已经2018年1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具体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 

细分 
关联人 

2018 年预计 

合同金额 

2017 年 1-9 月实际发生 

总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饲料 和康源育种 15,000 4,448.60 0.30%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饲料 奶牛原种场 200 - 0.00% 

向关联人销售 农药、肥料、 正邦林业 300 67.79 0.18% 



 

货物、植保服

务和采购成品

山茶油 

服务、成品

山茶油 

向关联人采购

设备 

专有养殖设

备 
增鑫牧业 25,000 5,572.82 2.15% 

向关联人租入

设备 

饲料及养殖

生产设备 

正瓴租赁公

司 
50,000 - 0.00% 

向关联人采购

乳品 
乳品 维雀乳业 500 204.55 0.02% 

向关联人支付

服务费 

水、电、服

务费 
科鼎资产 500 101.03 0.01% 

向关联人采购

大米 
大米、细糠 江南香 1,000 369.10 0.03% 

合计   92,500 10,763.89  

备注：2018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得金额为：0 元。 

该关联交易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说明 

1、山东和康源生物育种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560795841F 

住    所：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三路北段济南药谷研发平台 1 号楼 B 座

2101-2122 室 

法定代表人：孟庆利 

注册资本：人民币 4,634.1861 万元 

经营范围：生物育种技术开发(不含我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的研发）；

畜禽生产、繁育（限分公司经营）；种鸭养殖（限分公司经营），销售本公司生

产的产品（限分公司）。（涉及许可证管理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外国投资产

业指导目录限制类、禁止类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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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和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0 4.3158% 

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 1,600 34.5260% 

济南和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200 47.4733% 

国际金融公司 634.1861 13.6850% 

合计 4,634.1861 100%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6,805.51 万元，

负债总额 14,245.38 万元，净资产 22,560.13 万元；2016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59,099.72 万元，净利润 6,544.81 万元。未经审计，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

产 29,764.93 万元，负债总额 13,004.66 万元，净资产 16760.27 万元；2017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980.18 万元，净利润-5,560.56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由公司股东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正邦

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468,870,000 股）参股的公司，江西永联

农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34.5260%的股权。 

 

2、江西省奶牛原种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2769770805A 

住    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厚田乡西门村 

法定代表人：梁德仁 

注册资本：人民币 340.00 万元 

经营范围：奶牛养殖（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江西维雀乳业有限公司 340 100% 

合计 340 100%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911.39 万元，负

债总额 1,903.83 万元，净资产 7.56 万元；2016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55.81 万元，



 

净利润-333.23 万元。未经审计，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676.17 万元，

负债总额 1,915.10 万元，净资产-238.93 万元；2017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31

万元，净利润-246.49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由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正邦集团”）直接控制

的法人，正邦集团持股 67.57%的维雀乳业持有其 100%的股权。 

 

3、江西正邦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6834659225 

住    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湖东四路以北、产业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李星荣 

注册资本：3,235.47 万元美元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1,140.09 35.24% 

华大企业有限公司 1,095.38 33.86% 

正邦资本有限公司 1,000.00 30.91% 

合计 3,235.47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4,814.09 万元，

负债总额 11,189.91 万元，净资产 33,624.18 万元；2016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6,811.44 万元，净利润 2,438.73 万元。未经审计，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41,064.75 万元，负债总额 10,032.22 万元，净资产 31,032.53 万元；2017 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 598.24 万元，净利润-591.66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由本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直接控制的法人，正邦集团持有其

35.24%的股权，有直接的经营控制权。 

 

4、江西增鑫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46749904695 

住    所：江西省新余高新区赛维大道 133 号 

法定代表人：曾年根 



 

注册资本：人民币 5,6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猪场规划与设计；畜牧设备研发与设计；畜牧设备生产、销售、生

猪养殖；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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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曾年根   2,156.00 38.50%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879.96 15.71%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800.03 14.29% 

雷三根  588.00 10.50% 

 廖红兵    588.00 10.50% 

胡桂生   588.00 10.50% 

合计 5,600.00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9,075.85 万元，

负债总额 11,256.49 万元，净资产 7,819.37 万元；2016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419.63 万元，净利润 1,632.41 万元。未经审计，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

产 42,680.45 万元，负债总额 33,502.46 万元，净资产 9,177.99 万元；2017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893.55 万元，净利润 1,358.63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股 98.56%的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持

有其 14.29%的股权。 

 

5、正瓴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942345528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 530 号 A5 集中辅助区三层 3693 室 

法定代表人：宁中华 

注册资本：5,000.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

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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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ichacha.com/people?name=%E6%9B%BE%E5%B9%B4%E6%A0%B9&companyname=%E6%B1%9F%E8%A5%BF%E5%A2%9E%E9%91%AB%E7%89%A7%E4%B8%9A%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www.qichacha.com/firm_fa166fdc899ad94d54cdc344a8188ca0.html
http://www.qichacha.com/people?name=%E9%9B%B7%E4%B8%89%E6%A0%B9&companyname=%E6%B1%9F%E8%A5%BF%E5%A2%9E%E9%91%AB%E7%89%A7%E4%B8%9A%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www.qichacha.com/people?name=%E5%BB%96%E7%BA%A2%E5%85%B5&companyname=%E6%B1%9F%E8%A5%BF%E5%A2%9E%E9%91%AB%E7%89%A7%E4%B8%9A%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www.qichacha.com/people?name=%E8%83%A1%E6%A1%82%E7%94%9F&companyname=%E6%B1%9F%E8%A5%BF%E5%A2%9E%E9%91%AB%E7%89%A7%E4%B8%9A%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15,729.72  50.56% 

华大企业有限公司  15,382.76  49.44% 

合计  31,112.48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8,570.44 万元，

负债总额 26,512.14 万元，净资产 32,058.30 万元；2016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95.95 万元，净利润 564.05 万元。未经审计，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62,275.80 万元，负债总额 30,968.47 万元，净资产 31,303.33 万元；2017 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 355.68 万元，净利润-750.96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由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直接控制的法人，正邦集团持有其

50.56%的股权。 

 

6、江西维雀乳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056568003 

住    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艾溪湖一路 569 号 

法定代表人：王闯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74.06 万元 

经营范围：饮料：蛋白饮料（含乳饮料）；其他饮料（其他类饮料）、乳制品

{液体乳（巴氏杀菌奶、调制乳、发酵乳）}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2,009.43  67.57% 

江西省财政投资管理公司  589.62  19.83% 

刘道君  225.00  7.57% 

香港华大企业有限公司  150.00  5.04% 

合计  2,974.06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856.75 万元，负



 

债总额 5,640.22 万元，净资产 2,216.53 万元；2016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376.88

万元，净利润-656.78 万元。未经审计，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6,167.70

万元，负债总额 5,140.69 万元，净资产 1,027.01 万元；2017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

入 1,373.91 万元，净利润-1,189.52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由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直接控制的法人，正邦集团持有其

67.57%的股权。 

 

7、江西科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591846453B 

住    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569 号 

法定代表人：李星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及咨询（金融、证券、期货、保险除外）；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资产经营管理（金融业务除外）；酒店企业管理（住宿、餐饮除

外）（以上项目涉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1,340.00  51.54% 

正邦资本有限公司  600.00  23.08% 

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  500.00  19.23% 

高智亚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0.00  6.15% 

合计  2,600.00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9,582.96 万元，

负债总额 4,119.88万元，净资产 25,463.08万元；2016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268.31

万元，净利润 2,484.68 万元。未经审计，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29,853.40

万元，负债总额 4,558.41 万元，净资产 25,294.99 万元；2017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

入 219.40 万元，净利润-168.09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由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直接控制的法人，正邦集团持有其

51.54%的股权。 



 

 

8、江西江南香米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26690997281C 

住    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星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 5,992.00 万元 

经营范围：粮食收购、销售；大米生产、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对外贸

易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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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江西正邦粮油有限公司  4,000.00  66.76% 

共青城同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1,992.00  33.24% 

合计  5,992.00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3,588.12 万元，

负债总额 13,110.39万元，净资产 477.73万元；2016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7,647.33

万元，净利润-816.96 万元。未经审计，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9,857.82

万元，负债总额 7,690.36 万元，净资产 2,167.46 万元；2017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

入 6,315.87 万元，净利润-302.27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由公司股东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正邦

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495,870,000 股）全资子公司江西正邦粮

油有限公司持有其 66.76%的股权。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目前不存在导致公司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展的可能性。 

（三）与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公司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92,500 万元人民币。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主要内容为山东和康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康源集团”，本公司持有其 50%的

股权）为和康源育种提供饲料；本公司为奶牛原种场提供饲料；正邦生化为正邦

林业下属公司提供农药、肥料、植保服务；正邦林业为本公司提供成品山茶油；

增鑫牧业为本公司提供养殖设备；正瓴租赁公司为本公司下属公司提供生产设备

融资租赁服务；维雀乳业为本公司提供乳品；科鼎资产为本公司提供水、电、租

赁办公场地和其他服务；江南香为本公司提供大米、细糠。 

（一）和康源集团向和康源育种提供饲料，其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销售产品品种及价格： 

1）具体销售品种以和康源育种需求为准； 

2）定价原则：双方应当根据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价格。如果有国家

定价则执行国家定价；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 

3）双方承诺，同等条件下和康源集团提供给和康源育种的货物价格以及其他

有关条件不偏离和康源集团提供给第三人同样货物的价格或条件。 

2、结算方法：和康源集团给予和康源育种一定的赊销期限，年底必须全部清

理。 

3、销售饲料产品的质量：和康源集团确保饲料产品质量达到本企业的质量标

准，即达到产品标签的标示含量。和康源育种对和康源集团产品有异议，必须在

保质期内通知和康源集团，逾期恕不受理。 

（二）本公司为奶牛原种场提供饲料、维雀乳业为本公司提供乳品，其协议

主要条款如下： 

1、协议标的 

双方应发挥自身优势，公司同意按照本协议所约定的条件优先保证将饲料给

奶牛原种场；维雀乳业同意按照本协议所约定的条件保证将乳品出售给公司。 

2、价格条件 

定价原则：双方应当根据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价格。如果有国家定

价则执行国家定价；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 

3、质量条件 

1）货物的质量标准，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执行行



 

业或部颁标准； 

2）在执行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公司与奶牛原种场和维雀乳业也可以在具体合

同中对质量作出特别约定； 

3）没有国家、部委和行业标准的，双方可以另行约定质量标准。 

4、货物交付 

1）如果没有相反的约定，以购买方所在地为交货地点； 

2）购买方应当提前向出卖方指示具体的交货地点，如无相反约定，在买方仓

库交货； 

3）运输费用由出卖方支付。 

5、货物包装 

1）除双方对包装作出特别约定以外，出卖方应当按照通常符合保证货物以及

人身安全的要求负责货物的包装，出卖方应当保证完好地向对方交付货物。 

2）包装费用由出卖方承担。 

（三）正邦生化向正邦林业提供农药、肥料、植保服务，其协议主要条款如

下： 

1、销售产品品种及价格： 

1）正邦生化向正邦林业提供农药、化肥产品、植保服务，具体的品种、规格、

数量以正邦林业需求为准。 

2）定价原则：双方应当根据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价格。如果有国家

定价则执行国家定价；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 

3）双方承诺，同等条件下正邦生化提供给正邦林业的货物价格以及其他有关

条件不偏离提供给第三人同样货物的价格或条件。 

2、结算方式：正邦生化给予正邦林业一定的赊销期限，年底必须全部清理。 

3、质量标准：货物的质量标准，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

准的执行行业标准；在执行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双方可以在具体合同中对质量作

出特别约定；没有国家、部委和行业标准的，双方可以另行约定质量标准。 

（四）正邦林业为本公司提供成品山茶油销售业务，其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销售产品品种及价格： 

1）正邦林业为本公司提供成品山茶油销售业务，具体的品种、规格、数量以



 

正邦林业需求为准。 

2）定价原则：双方应当根据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价格。如果有国家

定价则执行国家定价；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 

3）双方承诺，同等条件下正邦林业提供给本公司的货物价格以及其他有关条

件不偏离提供给第三人同样货物的价格或条件。 

2、结算方式：正邦林业给予本公司一定的赊销期限，年底必须全部清理。 

3、质量标准：货物的质量标准，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

准的执行行业标准；在执行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双方可以在具体合同中对质量作

出特别约定；没有国家、部委和行业标准的，双方可以另行约定质量标准。 

（五）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向增鑫牧业采购设备，其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销售产品品种及价格： 

1）具体设备采购品种以公司需求为准。 

2）定价原则：双方应当根据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价格，执行市场价。 

3）双方承诺，同等条件下增鑫牧业提供给正邦科技及下属公司的设备价格以

及其他有关条件不偏离提供给第三人同样设备的价格或条件。 

2、结算方法：正邦科技下属公司根据需求，每批次采购设备时预付 30%款项；

依据设备到场及安装进度支付 60%款项；其余 10%为质保金，在质保期到期一周

内支付 

3、采购设备质量：增鑫牧业确保设备质量达到本企业的质量标准。本公司及

下属公司对采购的设备质量有异议时，必须及时内通知增鑫牧业，超过保质期恕

不受理。 

（六）正瓴租赁公司出租生产设备和仓储设备给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其协议主

要条款如下： 

1）双方皆承认对方为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 

2）同意正瓴租赁公司 2018 年对公司下属分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含直

租、回租）。 

3）双方协商 2018年融资租赁业务总金额不高于 5亿元，租赁标的物为饲料

生产加及仓储设备、养猪设备（含环控、温控、栏位、喂料等设备）。 

4）双方承诺，同等条件下正瓴租赁公司提供给公司的融资标的物及成本以及



 

其他有关条件不偏离提供给第三人的价格或条件。 

  5）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在正式合同中进一步予以

明确。 

6）本协议期满时，双方应优先考虑与对方续约合作。 

（七）维雀乳业为本公司提供乳品，其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本公司愿意与维雀乳业长期或连续进行货物买卖，且双方预计，双方在一

年内连续性发生买卖货物的价值可能不超过 300 万元。 

2、本协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年。 

3、价格条件 

1）定价原则：双方应当根据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价格。如果有国家

定价则执行国家定价；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 

2）双方承诺，同等条件下乙方提供给甲方的货物价格以及其他有关条件不偏

离乙方提供给第三人同样货物的价格或条件。 

4、货物交付 

1）如果没有相反的约定，以购买方所在地为交货地点； 

2）购买方应当提前向出卖方指示具体的交货地点，如无相反约定，在买方仓

库交货； 

3）运输费用由甲方支付。 

5、货款的支付 

一般情况下，甲方和乙方签订的供货协议均应当再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约定付款

期限；购买方原则上应当在货物验收合格后 60 日内支付货款。 

（八）科鼎资产为本公司提供水、电和服务，其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科鼎资产出租的资产：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569 号办公大

楼，具体以实际使用的办公室为准。 

2、公司租用房屋的期限为 5 年，即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止。 

3、租金、水电、服务费结算方法： 

1）租金：全免。 

2）水电费：按月支付。以公司实际使用进行结算。 



 

3）服务费：按月支付。以公司实际使用进行结算。 

4、价格条件： 

定价原则：双方应当根据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价格。如果有国家定价

则执行国家定价；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 

（九）江南香为本公司提供大米，其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销售产品品种及价格： 

1）江南香为本公司提供大米、细糠，具体的品种、规格、数量以本公司需求

为准。 

2）定价原则：双方应当根据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价格。如果有国家

定价则执行国家定价；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 

3）双方承诺，同等条件下江南香提供给本公司的货物价格以及其他有关条件

不偏离提供给第三人同样货物的价格或条件。 

2、结算方式：江南香给予本公司一定的赊销期限，年底必须全部清理。 

3、质量标准：货物的质量标准，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

准的执行行业标准；在执行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双方可以在具体合同中对质量作

出特别约定；没有国家、部委和行业标准的，双方可以另行约定质量标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主要是和康源集团为和康源育种提供所需饲料；正邦生化为

正邦林业提供所需农药、化肥及植保服务，以满足其日常生产和经营所需；公司

向正邦林业采购成品山茶油，向员工发放节日福利；公司在建项目需采购设备，

和增鑫牧业的良好合作关系有利于公司在建项目的质量保证和建设周期缩短；公

司向正领租赁公司融资租入设备，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为奶

牛原种场提供所需饲料，以满足其日常生产和经营所需；公司向维雀乳业采购乳

品，向员工发放节日福利；公司向科鼎资产租赁场所，满足日常办公所需；公司

向江南香采购大米，向员工发放节日福利，采购细糠满足公司日常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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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对公司

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大的影响，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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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 2018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我

们进行了事前审查。经我们核查，公司 2018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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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定价原则为有国家

定价则执行国家定价、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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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与和康源育种、奶牛原种场、正邦林业、正瓴租赁公司、增鑫牧业、

维雀乳业、科鼎资产、江南香发生的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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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定价原则为有国家定价则执行国家定价、

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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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林印孙先生、

程凡贵先生回避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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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该关联交易事项还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意见 

公司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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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定价原则为有国家定价则执行国家定价、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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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

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林印孙先生、程凡贵先生回避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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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同

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国信证券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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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

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

查意见； 

6、和康源育种与和康源集团签署的《饲料销售合同》； 

7、奶牛原种场与公司签署的《货物买卖协议》； 

8、正邦林业与正邦生化签署的《货物销售合同》 

9、公司与增鑫牧业签署的《设备采购合同》； 

10、公司与正瓴租赁公司签署的《融资租赁合作协议》 

11、公司与维雀乳业签署的《货物买卖协议》； 

12、公司与科鼎资产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 

13、公司与江南香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 

14、公司与正邦林业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 

1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