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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4月 30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0），现对上述公告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

补充后的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证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正常开展生产

经营活动，公司（含子公司）预计 2020 年度将与下述单位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

况如下： 

1. 公司子公司四川新洋丰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洋丰肥业”）与雷波

新洋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波新洋丰矿业”）发生磷矿石采购。 

2. 公司控股子公司荆门新洋丰中磷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洋丰中磷肥业”）

与荆门市放马山中磷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放马山中磷矿业”）发生采购磷矿石及

接受劳务等。 

3. 公司子公司广西新洋丰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新洋丰肥业”）与广西

新洋丰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新洋丰田园”）发生销售复合肥及提供

劳务等。 

4. 公司子公司宜昌新洋丰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新洋丰”）与湖北昌达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化工”）发生磷矿石采购。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杨才学先生、杨华

锋先生、杨才斌先生回避了表决，另外 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

是合法的，关联董事就该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同意此次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审议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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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接

受劳务 

雷波新洋丰

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 

磷矿石 市场定价 8,400.00 161.66 4,976.33 

荆门市放马

山中磷矿业

有限公司 

磷矿石

及相关

劳务 

市场定价 1,800.00 172.14  1661.11 

湖北昌达化

工有限责任

公司 

磷矿石 市场定价 20,000.00 760.53 7,662.92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提

供劳务 

广西新洋丰

田园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复合肥

及相关

劳务 

市场定价 4,500.00 1,426.19 1,080.47 

 小计   34,700.00 2,520.52 15,380.83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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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采购磷矿石及

提供相关劳务 

雷波新洋丰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 
4,976.33 6,000.00 17.06 巨潮资讯网：《关于

增加 2019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21） 

荆门市放马山中

磷矿业有限公司 
1,661.12 2,000.00 19.44 

向关联人销售 广西新洋丰田园 1,080.47 3,600.00 69.99 



商品、提供劳

务 

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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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广西新洋丰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是由于目标产品价市场价格低迷，广西

新洋丰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没有达到预期。 

公司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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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

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均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

业绩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雷波新洋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雷波县工业集中区 A片区洋丰磷化工基地 

法定代表人：赵大富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30日 

经营范围：化学矿开采(磷矿石)；销售矿产品(不含危化品)；装卸搬运。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雷波新洋丰矿业为湖北新洋丰矿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

北新洋丰矿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经营状况稳定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雷波新洋丰矿业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28,737.8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1,993.69 万

元，净资产为 6,744.13 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558.82万元。 

（二）荆门市放马山中磷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钟祥市胡集镇放马山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华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 04月 23日 

经营范围：磷矿石、白云岩开采与销售（有效期与采矿许可证一致），餐饮服务（有

效期与餐饮服务许可证一致），硫酸、液氨、磷酸、烧碱、硫磺、盐酸（票面）批发（有



效期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一致）；磷酸一铵、氯化钾、钙镁磷肥、过磷酸钙、复合

肥等化肥销售，货物装卸及货运信息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

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放马山中磷矿业与公司同受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经营状况稳定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放马山中磷矿业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25,042.00万元，负债总额为 7,036.07万元，

净资产为 18,005.93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4,340.24万元，净利润 216.26万元。 

（三）广西新洋丰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宾阳县黎塘镇黎塘工业集中区东部产业园广西新洋丰肥业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李双斌 

注册资本：2,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 01月 16日 

经营范围：农药生产、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复混肥料、掺混肥料、水溶肥料、

微生物肥料、有机肥料、土壤调理剂、缓（控）释肥料、肥料增效剂销售；农作物种植、

收购及销售（不含粮食收购）；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销售；农业种植管理技术的研发、

推广、咨询和培训；农业信息技术服务；耕种收、施肥、植保等农业机械装备的销售与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原辅材料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项目除外）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广西新洋丰田园属于全资子公司广西新洋丰的合营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经营状况稳定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广西新洋丰田园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2,096.64万元，负债总额为 409.43 万元，净

资产为 1,687.20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1,550.15 万元，净利润 178.78 万元。 

（四）湖北昌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宜昌市夷陵区樟村坪镇羊角山村 1组  

法定代表人：杨才斌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 09月 10日  



经营范围：磷矿石采选、加工、销售；矿产品（不含煤炭）、五金交电、化工产品

（不含危爆品）、橡胶制品、办公用品、百货销售；餐饮、住宿服务；汽车普通货运；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限制以及指定经营的进出口项目除外）；房屋出租；

磷矿探矿；停车场服务与管理；企业资产管理（不含证券、期货、保险、金融资产管理）。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昌达化工为湖北新洋丰矿业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湖北新洋丰

矿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经营状况稳定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昌达化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51,317.69万元，负债总额为 31,761.89 万元，净资

产为 19,555.60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6,716.71 万元，净利润 -444.20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因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含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

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根据自愿、平

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以非关联方的公开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含子公司）与关联交易各方将根据生产经营实际的需求，与关联方在本次

授权范围内签订合同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含子公司）按市场定价原则向关联方采购产品、销售产品，并提供、接受相

关劳务，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营范围。进行此类交易，有利于保证本公司（含子公司）开

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需求。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

司（含子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就该议案通知了我们，并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已得到我

们的事前认可。经审议，我们认为发生向关联方采购产品、销售商品和提供、接受劳务

等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为，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 



此类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是合法的，关联董事就该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