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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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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简介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常的经营业务需要，

与公司控股股东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黑五类集团”）

及其关联方（以下简称“关联方”）、少数股东控制的企业形成的关联方等发生

商品采购、酒店接待及租赁等日常交易业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前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8 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少数股东控制的企业形成的关联

方等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1,509.41 万元人民币（下同），其中：向黑

五类集团提供技术服务金额为 22 万元；向内蒙古塞宝燕麦食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内蒙塞宝”）采购的商品金额为 895.37 万元；与江苏南方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南方科技”）发生的关联租赁金额为 176.69 万元、采购

商品金额 66 万元、销售商品金额 5.94 万元；与广西容县容州国际大酒店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容州国大”）发生的酒店业务累计金额为 160.57 万元、销售商

品金额为 21.08 万元；与广西容州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州物流产

业园”）发生的关联租赁累计金额为 157.84 万元（其中出租额为 61.90 万元、承

租额为 95.94 万元）；与滁州市容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容州投资”）

发生的租赁业务金额为 3.92万元。 

公司预计 2019 年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少数股东控制的企业形成的关联

方等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2,440 万元，其中：向内蒙塞宝采购商



品预计金额不超过 800 万元；向江苏南方科技采购商品预计金额不超过 1,000 万

元、向其销售商品预计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为其提供租赁业务预计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接受容州国大提供酒店业务服务预计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销售黑芝

麻产品不超过 30 万元；与容州物流产业园发生的关联租赁预计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 

 2、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1）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3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5 票回避（韦清文、李汉朝、龙耐坚、陆振猷、李文

杰五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认可公司 2017 年度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并同意 2018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5 票回避(关联董事韦清文、龙耐坚、胡泊、陆振猷、李文

杰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加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追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追加 2018 年度

的关联交易额度 2,500 万元人民币，追加后公司 2018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调整为 7,000 万元人民币。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关联交易

议案，黑五类集团、韦清文、李汉朝、李汉荣、李玉琦五名关联股东回避了该议

案的表决。 

（3）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6 票回避（韦清文、龙耐坚、胡泊、刘辉、

刘世红、李文杰六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认可公司 2018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并同意 2019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3.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万元） 



原则 额（万元）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 

内蒙塞宝 
采购燕麦片等

商品 

市 场 价

格 
800 0 895.37 

江苏南方科

技 

采购豆浆 
市 场 价

格 
1,000 23.52 66 

小计  
 

1,800 23.52 961.37 

向关联人提供服

务 

黑五类集团 提供技术服务 
市 场 价

格 
0 0 22 

小计  
 

0 0 22 

接受关联人酒店

业务服务 

容州国大 酒店服务 
市 场 价

格 
200 0 160.57 

小计   
200 0 160.57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 

容州国大 销售黑芝麻糊

等产品 

市 场 价

格 
30 1.97 21.08 

江苏南方 销售黑芝麻糊

等产品 

市 场 价

格 
10 0 5.94 

小计   
40 1.97 27.02 

与关联人发生关

联租赁(出租) 

江苏南方 租赁业务（出

租） 

 
200 0 176.69 

容州物流产

业园 

租赁业务（出

租） 

市 场 价

格 
100 0 61.90 

滁州容州投

资 
租赁业务（出

租） 

市 场 价

格 
0 0 3.92 

小计   
300 0 242.51 

与关联人发生关

联租赁(承租) 

容州物流产

业园 

租赁业务（承

租） 

市 场 价

格 
100 0 95.94 

小计   
100 0 95.94 

 合计   2,440 25.49 1,509.41 

注：1.在上述预计总额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同一控制人

及其子公司内调剂使用，具体交易金额及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2.上年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3.表中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三）上一年度（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万

元） 

预计金

额（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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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原材料 

南方农开 
黑芝麻、白

糖等原料 
0 3,900 0.00% -100% 

2018 年 1 月

13 日、2018

年 4 月 24 日

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公告

名称《关于

2017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 

及 2018 年度

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补

充公告》，编

号：

2018-011；

《关于追加

2018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

告》，编号：

2018-046。 

 

小计  0 3,900 0.00% -100%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 

内蒙塞宝 采购燕麦片

等商品 

895.37 2,300 93.13% -61.07% 

江苏南方

科技 

采购豆浆 66 0 6.87%  

小计  961.37 2,300 100% -58.20%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江苏南方

科技 

销售黑芝麻

糊等产品 

5.94 0 0.00%  

容州国大 销售黑芝麻

糊等产品 

21.08 0 0.00%  

小计  
27.02 0 0.00%  

向关联人提

供服务 

黑五类集

团 

提供技术服

务 

22 0 5.17%  

小计  22 0 5.17%  

接受关联人

酒店服务 
容州国大 酒店服务 160.57 400 7.97% -59.86% 

小计  
160.57 400 7.97% -59.86% 

与关联人的

关联租赁 

江苏南方

科技 

租 赁 业 务

（出租） 
176.69 200 52.05% -11.66% 

容州物流

产业园 

租 赁 业 务

（出租） 
61.90 100 18.24% -38.10% 

滁州容州

投资 

租 赁 业 务

（出租） 
3.92 0 1.15%  

小计  242.51 300 71.44% -19.16% 

与关联人的

关联租赁 

容州物流

产业园 

租 赁 业 务

（承租） 
95.94 100 5.38% -4.06% 

小计  95.94 100 5.38% -4.06% 



 合计  1,509.41 7,000  -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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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核算数据，尚未经审计，实际的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经审计后将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内蒙塞宝、江苏南方科技为上市公司的关联

方，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南方塞宝食品有限公司向内蒙塞宝采购燕麦

片；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苏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将生产厂房及机

器设备出租给江苏南方科技等业务形成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因此，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2018 年度追加了预计金额 2,500 万元，

总共预计 2018 年关联交易总额为 7,000 万元。 

3、公司 2018 年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1,509.41 万

元,比经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预计交易金额（7,000 万元）减少 5,490.59 万

元。年度实际交易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公司严格执行市

场采购的原则，2018 年增加了非关联方的采购量；二是公司提高了上市公

司的独立运作能力，最大限度减少关联方的原材料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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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1、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法定代表人：韦清文 

（2）注册资本：26,528 万元 

（3）主营业务：对食品生产项目的投资；资产管理（不包括金融资产）、资

产受托管理、监督、收购、处置及经营；企业改制、重组、策划及咨询服务；实

业投资；机电产品（除汽车外）、电子产品零售、批发及销售咨询服务。（上述经

营项目除国家有专项规定外） 

（4）住所：容县容州镇城西路２９９号 

（5）股东情况：韦清文出资 9047.361 万元，持股 34.1049%；李汉荣出资

7620.2301 万元，持股 28.7252%；李汉朝出资 7596.5679 万元，持股 28.636%；

韦清海出资 1102.511万元，持股 4.156%；李玉坚出资 220.502万元，持股 0.8312%；

李玉宇出资 220.502 万元，持股 0.8312%。韦延松出资 220.502 万元，持股

0.8312 %；甘政出资 110.251 万元，持股 0.4156%；李淑娴 出资 110.251 万元，



持股 0.4156%；韦延容出资 270.502 万元，持股 1.0197%；李玉琦出资 8.82 万元，

持股 0.0332%。黑五类集团为上市公司控制股东。 

（6）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569,705.90 

净资产 192,947.57 

主营业务收入 228,248.60 

净利润 1,869.3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内蒙古塞宝燕麦食品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李世荣 

（2）注册资本：220 万元人民币 

（3）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其他粮食加工品（谷物加工品、谷物碾磨

加工品）加工、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乳制品）；方便食品（其他方便食

品）的加工生产、销售；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购（不含种子）。房屋出租。 

（4）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金川开发区金三道街 3 号 

（5）股东情况：李世荣出资 204 万元，持股 92.7273%；侯淑娟出资 8 万元，

持股 3.6364%；张小强出资 4 万元，持股 1.8182%；张宏出资 2 万元，持股 0.9091%；

刘艳平出资 1 万元，持股 0.4545%；侯文娟出资 1 万元，持股 0.4545%。内蒙塞

宝是公司少数股东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购成关联方。 

（6）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内蒙古塞宝燕麦食品有限公司（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3,916.26 

净资产 -1,013.84 

主营业务收入 1,545.88 

净利润 -33.6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江苏南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陈新华 

（2）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3）主营业务：饮料（固体饮料）、方便食品、调味酱生产销售；农产品初

级加工、销售；食品技术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4）住所：洪泽经济开发区东三道 52 号 

（5）股东情况：陈新华出资 950 万元，持股 95%；何婕出资 50 万元，持股

5%；江苏南方科技是公司少数股东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购成关

联方。 

（6）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江苏南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2,819.72 

净资产 -1,116.14 

主营业务收入 919.72 

净利润 -115.12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广西容州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李玉宇 

（2）注册资本：5000 万元 

（3）主营业务：交易市场建设、经营；粮食仓储、仓储服务；配送服务等 

（4）住所：容县容州镇侨乡大道 8 号 

（5）广西容县沿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县沿海房地产”）持

股 100%，容县沿海房地产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6）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广西容州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111,857.86 

净资产 3,987.36 

主营业务收入 9,514.92 

净利润 228.2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广西容县容州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李玉宇 

（2）注册资本：50 万元 

（3）主营业务：餐饮、住宿、物业管理、场地及房屋租赁、商业活动策划、

会议及展览、表演、主题公园管理、休闲观光服务；对旅游业项目的投资、开发、

经营、管理；国内外广告设计、制作、代理；旅游工艺品销售。 

（4）住所：广西容县经济开发区侨乡大道 10 号 

（5）广西容州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持股 100%，容州国大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企业。 

（6）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广西容县容州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743.55 

净资产 -1,037.05 

主营业务收入 2,347.66 

净利润 -122.65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滁州市容州投资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梁世尧 

（2）注册资本：5000 万元 

（3）主营业务：利用自由资金对房地产业、建筑业、餐饮业的投资；投资

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不动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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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住所：安徽省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园标准化厂房物业楼 307室 

（5）股东情况：自然人股东梁世尧出资 5000 万元，持股 100%；滁州容州

投资原为黑五类集团控制的子公司，2018 年 4 月 12 号黑五类集团将其转给深圳

市容州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容州”），深圳容州又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将其 100%股权转给自然人梁世尧，故滁州容州投资为过去十二个月内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按照相关规定，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6）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滁州市容州投资有限公司（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16,487.02 

净资产 -8,050.58 

主营业务收入 0 

净利润 -8,270.94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主要为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少数股东控制的企业形成的关联方（包括容州物流产业园、容州国大、

内蒙塞宝、江苏南方科技等），黑五类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容州物流产业

园和容州国大等关联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

项规定的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相互间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法人；内蒙塞

宝、江苏南方科技认定为公司少数股东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形成关联法人；滁州

容州投资原为黑五类集团控制的子公司，2018 年 4 月 12 号黑五类集团将其转给

深圳市容州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容州”），深圳容州又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将其 100%股权转给自然人梁世尧，故滁州容州投资为过去十二个月

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按相关规定，与公司形成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关联方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交易对方有着较强的履约能力并恪守信

用，能按交易合同（协议）约定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关联方的资产状况、财

务状况和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其他潜在影响其履约能力的重大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

允的原则进行，不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按市场价格确定，

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均根据市场情况、生产经营需要在遵守公平、

公开、公正原则的前提下，与对方协商确定交易内容和交易金额，达成实际交易

前与关联方签订了相应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保证公司正常的经营业务需要，维持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秩序，降低公司商品采购成本及相关费用。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采购商品或购买

服务、租凭业务，从关联方采购为公司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商品供应，无论从质量、

价格、服务和货款支付等方面都具有较大优势，可强化对产品质量的监管，杜绝

不合格产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公司与发生交易的关联方建立了稳定、良好的

合作关系，保证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2、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 2018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能够按照股东大会批准的决议执行，

交易金额不超过审批额度，交易遵循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公平、公正；交易各方

诚实、守信地履行交易协议的有关约定，交易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违规情形。 

2、公司预计 2019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

定，是确因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发生的交易，交易价格确保不高于同类其他非

关联交易的价格，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作出充分披露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在召开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前，已获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2、因经营需要，公司 2018 年度累计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我们认为：

公司 2018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符合公司的经

营实际，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各项交易均严格依照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规定执行，并获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交易程序规范；实际交易时

的定价合理、公允，交易公平、公正，交易金额不超出股东大会批准额度，年度

内所有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根据经营实际需要，2019 年公司仍需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我们

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利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不违背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各关联方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各关联方均有着较强的履约能力并恪守信用，可实现各方的互利共赢；交易遵循

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按市场价格定价，不存在利益输送行为，不存在价

格歧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构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社会公众

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4、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

合法合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合法有效。 

据此，我们认可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并同意公司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2019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 2,440 万元人民

币）事项，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