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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2019-022 
债券代码：112109          债券简称：12南糖债  

债券代码：114276          债券简称：17南糖债 

债券代码：114284          债券简称：17南糖02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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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黄丽燕女士已回避表决。该议案无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释义：以下简称在本公告含义为： 

公司、本公司、

南宁糖业 
指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国资委 指 南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产投集团 指 南宁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振宁公司 指 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南宁糖业42.20%股权 

壮宁公司 指 南宁壮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振宁工投 指 南宁振宁工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振宁物业 指 南宁振宁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云鸥物流 指 南宁云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糖业控股子公司 

侨虹公司 指 南宁侨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糖业控股子公司 

舒雅公司 指 广西舒雅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南宁糖业控股子公司 

统一资产 指 南宁统一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香糖 指 南宁统一香糖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凤凰纸业 指 广西南宁凤凰纸业有限公司 

博宣公司 指 广西博宣食品有限公司 

博华公司 指 广西博华食品有限公司 

博庆公司 指 广西博庆食品有限公司 

绿华公司 指 南宁绿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绿庆公司 指 南宁绿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金浪浆业 指 南宁金浪浆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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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诺生化 指 南宁康诺生化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同达盛公司 指 南宁同达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预计2019年度将与统一资产、统一香糖、产投集团、振宁物业、金

浪浆业、绿庆公司、绿华公司等关联方发生采购原料、销售商品、资产租赁、

接受劳务、提供劳务、借入资金等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4,720.37万元。2018

年度实际发生同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1,562.90万元（未经审计）。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须经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的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的原

则 

合同签订的金额

或预计的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的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原料 

      

小计 
  

- - -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博宣公司 糖 市场价 20,000.00  18,859.83 

博华公司 糖 市场价 12,000.00  11,441.03 

博庆公司 糖 市场价 2,000.00  1,769.23 

金浪浆业 纸 市场价 5,000.00  145.30 

振宁物业 糖、纸 市场价 5,800.00  5,758.62 

同达盛公

司 
糖 市场价 20,000.00  15,766.53 

振宁工投 
蔗渣、甘蔗糖

蜜 
市场价 9,000,000.00 

 
- 

小计 
  

9,064,800.00 - 53,740.54 

向关联人

租入资产 

统一资产 
土地、房屋、

设备 
市场价 5,842,729.48 973,788.25 5,842,729.48 

统一香糖 资产租赁 市场价 106,921.37 59,378.35 106,921.37 

产投集团 办公楼 市场价 1,739,892.34 869,946.17 1,665,638.96 

金浪浆业 铲车 市场价 18,000.00 3,000.00 15,439.50 

小计 
  

7,707,542.19 1,326,148.48 7,630,729.31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振宁物业 物业服务 市场价 260,808.72 43,468.12 246,203.76 

统一资产 资金占用费 市场价 1,123,375.00 187,229.17 989,733.29 

小计 
  

1,384,183.72 230,697.29 1,235,937.05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绿华公司、

绿庆公司 

管理顾问服

务 
市场价 7,547,169.80 1,257,861.63 6,708,595.40 

小计 
  

7,547,169.80 1,257,861.63 6,708,595.40 

向关联人

借入资金 

统一资产 借款 市场价 21,500,000.00 21,500,000.00 - 

小计 
  

21,500,000.00 21,500,000.00 - 

合计 
  

47,203,695.71  24,314,707.40  15,629,002.30  

（三）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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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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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的差

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料 
      

 
公司于 2018
年2月13日在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网
上披露的《南
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公

告》
【2018-011】 

 
公司于 2018
年11月7日在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
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
潮网上披露的
《南宁糖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
于向控股子公
司南宁侨虹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2018-080】 

小计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博宣公司 糖 18,859.83  0.001  

博华公司 糖 11,441.03  0.001  

博庆公司 糖 1,769.23  -  

凤凰纸业 纸 - 2,000.00 -  

金浪浆业 糖、纸 145.30 5,000.00 - -97.09 

振宁物业 纸 5,758.62 5,300.00 0.002 8.65 

康诺生化 糖 - 500,000.00 - 
 

同达盛公司 糖 15,766.53 20,000.00 0.001 -21.16 

小计 
 

53,740.54 532,300.00 - -89.90 

向关联人

租入资产 

统一资产 
土地、房屋、

设备 
5,842,729.48 5,644,929.38 13.86 3.50 

统一香糖 资产租赁 106,921.37 112,267.00 0.25 -4.76 

产投集团 办公楼 1,665,638.96 1,665,638.93 3.95  

金浪浆业 铲车 15,439.50 18,000.00 0.03 -14.22 

小计 
 

7,630,729.31 7,440,835.31 18.11 2.55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振宁物业 物业服务 246,203.76 246,203.77 100 - 

统一资产 资金占用费 989,733.29 1,075,000.00 0.40 -7.93 

小计 
 

1,235,937.05 1,321,203.77 - -6.45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绿华公司、绿

庆公司 

管理顾问服

务 
6,708,595.40 7,619,047.62 100  -11.95 

小计 
 

6,708,595.40 7,619,047.62 - -11.95 

向关联人

借入资金 

统一资产 借款 - 9,700,000.00 - - 

小计 
 

- 9,700,000.00  - 

合计 
 

15,629,002.30  26,613,386.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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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 年，公司向博宣公司、博华公司、博庆公司发生零售食糖业务，造成与这三

家公司实际关联交易金额与计划差异 3.21 万元。 

2、2018 年，由于关联方凤凰纸业、金浪浆业停产，因此公司与这两家关联方的交易也随之

减少，实际发生额 0.01万元比预计发生额 0.7万元下降了 97.09%。 

3、2016 年，舒雅公司与统一资产原来签署的借款协议 2,150 万元借款期限是两年， 2018

年全部提前归还结清，因此 2018年没有新增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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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年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

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且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数额小于预计金额，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2018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 1,562.90 万元（未经审计）。经

预计，公司 2019 年全年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4,720.37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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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西博宣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蓝恒星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仟万元 

住所：广西武宣县武宣镇仙蜜路 41 号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及研究发展白砂糖及蔗渣、桔水（废糖蜜）等

副产品和相关产品；蔗渣浆、食用酒精委托加工、销售；蔗种、地膜、化

肥的购销。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45,518.79 主营业务收入 67,555.28 

净资产 29,008.73 净利润 6,134.10 

2、广西博华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蓝恒星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叁仟玖佰柒拾捌万元 

住所：广西象州县罗秀镇糖厂路 18 号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白砂糖、有机—无机复混肥料；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蔗渣、桔水（废糖蜜）委托加工；自产蔗渣、蔗渣浆、食用酒精的销

售；蔗种、地膜的购销。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33,328.92 主营业务收入 27,891.71 

净资产 25,506.10 净利润 -797.76 

3、广西博庆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蓝恒星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陆仟壹佰肆拾捌万柒仟贰玖佰零肆元 

住所：广西宜州市公园东路９号 

主营业务：甘蔗种植和农业开发；蔗糖生产的综合利用和销售；食用

酒精和有机－无机复混肥的销售；蔗渣浆委托加工和销售；仓储服务。以

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生产：生产食糖、食用酒精、复混肥。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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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53,952.88 主营业务收入 75,663.22 

净资产 -31,962.22 净利润 -10,482.19 

4、广西南宁凤凰纸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蒙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陆亿柒仟柒佰柒拾玖万陆仟捌佰贰拾贰元 

住所：南宁市星光大道 158 号 

主营业务：生产经营各类纸浆及副产品，工业用水，纸及纸制品（除

一次性纸巾纸及一次性餐饮具），营林、造纸原材料，造纸机器设备，仓储，

汽车装卸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房屋及土地租赁；物业服务（凭资质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

（凭资质证经营）；对房地产业的投资；机械设备维修（机动车及特种设备

维修除外）。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57,925.49 主营业务收入 57.95 

净资产 -19,472.72 净利润 -601.99 

5、南宁金浪浆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 

住所：南宁市邕宁区八鲤路３２８号 

主营业务：纸浆及纸制品生产及加工；销售：纸浆、纸制品。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11,601.78 主营业务收入 0.78 

净资产 1,547.68 净利润 -1,343.14 

6、南宁振宁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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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克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 

住所：南宁市古城路 10 号 

主营业务：物业服务，绿化保洁及绿化工程承接、施工及管理，建筑

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房屋补漏；家庭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房

地产居间、行纪、代理，房屋租赁；销售：电梯（不含安装及维保）、消防

设备、五金交电（助力自行车除外）、劳保用品、建筑材料（危险化学品及

木材除外）、文化用品、新鲜水果蔬菜。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2,782.98 主营业务收入 2,308.68 

净资产 -1,870.75 净利润 -138.50 

7、南宁康诺生化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静宇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万元 

住所：南宁市西乡塘区鲁班路１号 

主营业务：医药制造、场地租赁。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5,746.75 主营业务收入 244.83 

净资产 4,852.48 净利润 -237.02 

8、南宁同达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文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仟肆佰贰拾捌万贰仟元 

住所：南宁市友谊路 58-10号 

主营业务：混凝土及制品生产、销售；混凝土技术咨询服务。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25,291.69 主营业务收入 16,4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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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2,466.91 净利润 95.47 

9、南宁统一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荣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亿肆仟捌佰万元 

住所：南宁市东葛东路 76 号 

主营业务：对南宁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及其收益的经营（除国家有专项规定外）；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房地

产交易、居间、行纪、代理（凭资质证经营）；销售：饲料，酵母，减水剂，

复合肥，变性淀粉（非食用），文化用纸，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120,340.56 主营业务收入 733.17 

净资产 83,189.72 净利润 833.16 

10、南宁统一香糖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伍永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柒佰肆拾万元 

住所：南宁市武鸣区武马公路九公里处 

主营业务：房屋（仓库）租赁。汽油、柴油、润滑油零售（分支机构

经营）。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975.81 主营业务收入 8.02 

净资产 976.26 净利润 -9.56 

    11、南宁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振宇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拾捌亿贰仟贰佰壹拾伍万零玖佰捌拾元 

住所：南宁市东葛东路 76 号 

主营业务：资产整合收购；土地整理；产业投资；风险投资；股权处

置；国有资产营运；对工业、农业、商业、交通、房地产、基础设施的项

目投资；信息咨询服务；房屋出租；对市场的开发管理投资；场地出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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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地上停车场停车服务；代理、发布、制作国内各类广告；房地产开

发经营（凭资质证经营）。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845,400.87 主营业务收入 4,879.44 

净资产 675,350.17 净利润 1,478.42 

12、南宁绿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博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亿伍仟万元 

住所：南宁市青秀区古城路 10 号办公室 

主营业务：对糖业、制糖项目的投资。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118,290.93 主营业务收入 - 

净资产 76,336.42 净利润 1,549.43 

13、南宁绿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博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柒亿伍仟万元 

住所：南宁市青秀区古城路 10 号办公室 

主营业务：对糖业、制糖项目的投资。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产 122,615.86 主营业务收入 - 

净资产 122,264.93 净利润 1,403.08 

14、南宁振宁工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邓志豪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万元 

住所：南宁市邕宁区八鲤路 330 号 

主营业务：对破产企业的收购、开发、投资及新项目的投资管理，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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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加工、销售，房屋租赁。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总资

产 

3523.97 主营业务收入 0 

净资

产 

2812.23 净利润 -40.14 

    （二）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本公司控股股东振宁公司（持有本公司 42.20%股权）隶属于产

投集团。关联方振宁工投、统一资产、统一香糖、振宁物业、凤凰纸业、

康诺生化、同达盛公司、金浪浆业均为产投集团下属企业，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

联法人。 

关联关系如下图: 

 

 

 

 

 

 

 

 

 

 

 

 

 

 

 

 

2、博宣公司、博华公司、博庆公司、绿华公司、绿庆公司五家公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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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有限合伙）为公司出资参与设立的合伙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与本公司合作多年，产品质量和信誉有保障，财务状况良好，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日常交往中能够遵守合同约定，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

产经营带来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由于公司下属各厂所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本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

部分车间及辅助生产设备归属于关联方统一资产、统一香糖等公司。为此

本公司向其租用上述资产，并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和支付租赁费。公司按市

场价格向关联方产投集团租用办公楼，按市场价格向关联方振宁物业支付

办公楼物业费，以上关联交易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公司有部分糖、

纸等零售产品按市场价格向关联方销售，公司控股子公司侨虹公司、舒雅

公司向关联方统一资产借入资金并按市场利率水平支付资金占用费，公司

按市场价格收取绿庆公司和绿华公司的管理顾问服务费。上述关联交易均

为日常生产经营的正常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每年与各关联方分别签订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1、协议签署时间：每年年初或交易发生时。 

    2、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为一年或交易发生期间。 

    3、协议价格：根据当地市场价格执行。 

    4、协议书生效条件：双方签字盖章，在南宁糖业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 

    5、结算方式：每月、每季度结算一次或交易完成时。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各项关联交易都遵循公平交易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交易的基

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各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保

持正常持续生产经营所必要的经营行为，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

需要。  

公司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与各关联方签订关联交易

原则协议，并根据协议参照实际业务发生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具体关联交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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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也不会损害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 

公司经营活动完全依靠自己所拥有的产销和供应体系，上述关联交易量较

小、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已在董事会开会前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

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在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 2019 年度预计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

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内容具体、连续；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

合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

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