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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海南天然橡胶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海南橡胶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审

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交易

类别 
关联单位 交易内容 

2018 年预

计交易额 

2018 年实

际交易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

货物 

R1 International Pte.Ltd. 采购橡胶产品 10,000.00 938.43 
实际交易额受境内外橡胶市

场环境变化影响 

深圳市海鹏实业有限公司 采购橡胶产品 - 990.00 
实际交易额受市场环境变化

影响 

海南农垦烨运宏实业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21.27 47.67 -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橡胶产品 781.20 444.97 - 

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采购橡胶产品 567.00 2.98 - 

海南易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购橡胶产品 1,000.00 1,766.75 
实际交易额受市场环境变化

影响 

海南农垦植保中心 采购农资产品 313.38 315.59 - 

海南金冠包装工贸有限公司 购买乳胶桶 - 42.30 - 

国药集团健康实业（海南）

有限公司 
购买试验仪器 - 9.13 - 

采购

非货

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建造 575.75 1,254.94 

实际交易额受市场环境变化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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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

资产

及接

受劳

务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 
交易手续费 160.10 101.12 - 

海南省农垦设计院 工程设计 436.58 236.47 - 

海南省农垦设计院洋浦分院 工程设计 - 36.70 - 

海南淇利工程招标代理有限

公司 
代理服务 - 26.28 - 

海南橡城建设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工程监理 78.20 36.62 - 

海南金垦赛博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信息系统 - 14.75 - 

海南天地海胶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 
生物资产采购 741.85 - - 

海南省农垦工业开发建设总

公司 
工程建造 73.00 - - 

出售

商品 

海南易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销售橡胶产品 8,000.00 2,808.74 
实际交易额受市场环境变化

影响 

R1 International Pte.Ltd. 销售橡胶产品 5,000.00 2,958.81 
实际交易额受市场环境变化

影响 

深圳市海鹏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橡胶产品 - 988.18 
实际交易额受市场环境变化

影响 

海南中橡热带产品电子交易

市场有限公司 
销售橡胶产品 - 875.45 

实际交易额受市场环境变化

影响 

海南农垦白沙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农资产品 - 34.50 - 

海南海胶闽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农资产品 1,932.00 - 

实际交易额受市场环境变化

影响 

上海增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橡胶产品 1,000.00 - 
实际交易额受市场环境变化

影响 

海南天地海胶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 
销售固定资产 - 48.62 - 

社会

性及

服务

性交

易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土地承包金 21,469.91 21,469.91 -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综合服务费 1,262.00 1,262.00 -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及下属单位 
房屋出租 140.46 201.77 - 

国药集团健康实业（海南）

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 20.69 - 

海南天地海胶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 

土地、房屋出

租 
- 554.74 - 

海南海胶闽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土地、房屋出

租 
- 12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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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华海圆融旅业有限公司 
土地、房屋出

租 
- 132.91 -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及下属单位 
房屋承租 796.79 99.84 -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及下属单位 
装修、设计 - 6.41 - 

金融

服务 

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金融交易 255,000.00 191,880.71 

2018 年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和收到控

股集团产业结构调整款项，

从而减少海南农垦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贷款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交易 165,490.00 70,550.95 

公司与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的金融产品价格和贷

款利率未能达成一致，致使

公司在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金融交易额度低于预期 

其他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产业结构调整 120.00 - - 

总金额 474,959.49 300,286.11 - 

（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交易

类别 
关联单位 

2019 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2018 年实际交易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采购

货物 

R1 International Pte.Ltd. 10,000.00 0.63% - 938.43 0.14% 

实际交易额受境

内外橡胶市场环

境变化影响 

深圳市海鹏实业有限公司 1,800.00 0.11% - 990.00 0.15% - 

海南农垦烨运宏实业有限公司 50.00 0.00% 5.80 47.67 0.01% -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 700.00 0.04% - 444.97 0.07% - 

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0.03% - 2.98 0.00% - 

海南易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3,000.00 1.44% 195.52 1,766.75 0.27% 
实际交易额受市

场环境变化影响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 
2,700.00 0.17% 820.11 - 0.00% 

实际交易额受市

场环境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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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橡热带产品电子交易市场有

限公司 
1,600.00 0.10% 967.50 - 0.00% 

实际交易额受市

场环境变化影响 

海南农垦植保中心 500.00 0.03% 10.24 315.59 0.05% - 

海南金冠包装工贸有限公司 50.00 0.00% - 42.30 0.01% - 

国药集团健康实业（海南）有限公

司 
10.00 0.00% - 9.13 0.00% - 

采购

非货

物性

资产

及接

受劳

务 

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2.36% - 1,254.94 1.96% 
实际交易额受市

场环境变化影响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 
150.00 0.18% 4.24 101.12 0.16% - 

海南省农垦设计院 400.00 0.47% 135.05 236.47 0.37% - 

海南省农垦设计院洋浦分院 - 0.00% - 36.70 0.06% - 

海南淇利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100.00 0.12% 3.14 26.28 0.04% - 

海南橡城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00.00 0.12% 17.84 36.62 0.06% - 

海南金垦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0.12% - 14.75 0.02% - 

海南易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5,000.00 2.08% - 2,808.74 0.43% 
实际交易额受市

场环境变化影响 

R1 International Pte.Ltd. 5,000.00 0.30% - 2,958.81 0.46% 
实际交易额受市

场环境变化影响 

深圳市海鹏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 0.06% - 988.18 0.15% -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 
1,000.00 0.06% 819.71 - - - 

海南中橡热带产品电子交易市场有

限公司 
1,000.00 0.06% - 875.45 0.14% - 

海南农垦白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0.01% - 34.50 0.01% - 

海南天地海胶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 0.00% - 48.62 0.01% - 

社会

性及

服务

性交

易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005.00 100.00% 5,367.48 21,469.91 100.00% -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20.00 100.00% 105.00 1,262.00 100.00% -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下属单位 
500.00 4.68% 32.51 201.77 2.19% - 

国药集团健康实业（海南）有限公

司 
50.00 0.47% 21.01 20.69 0.22% - 

海南天地海胶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700.00 6.55% 121.79 554.74 6.02% - 

海南海胶闽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1.87% 33.02 127.18 1.38% - 

三亚华海圆融旅业有限公司 200.00 1.87% 29.83 132.91 1.44% -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下属单位 
500.00 100.00% 21.62 99.84 100.00% -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下属单位 
- 0.00% - 6.41 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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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服务 

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50,000.00 27.78% - 191,880.71 29.31% 

因公司 2018 年

投资和经营资金

需要，融资需求

同步增长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 16.67% - 70,550.95 10.78% 

因公司 2019 年

投资和经营资金

需要，融资需求

同步增长 

其他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他关联方 
500.00 - - - - - 

总金额 510,935.00 - 8,711.41 300,286.11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杨思涛 880,000 
2015-12-

23 

海南省海口市

龙华区滨海大

道 115 号海垦

国际金融中心

42 层 

以农为主，重点发展天然橡胶、热带水

果、热带作物、草畜养殖、南繁育制种等

热带特色农业产业，产业投资、土地开

发、园区投资运营，以及旅游健康地产、

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R1 International  

Pte.Ltd. 
/ 700 万美元 

2001-07-

20 

8 Robinson 

Road #05-00 

ASO Building 

Singapore 

橡胶加工贸易，风控管理，咨询服务等 

深圳市海鹏实业

有限公司 
罗卫华 694.76  

1984-04-

20 

深圳市盐田区

梧桐路 2052

号二楼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办）；旅业（营

业执照另行申办）；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自有物

业管理。国内贸易、网上贸易（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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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铝、锌、铅、镍、

锡、白银、铂、钯、等金属材料的购销；

能源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的购销；矿

产品（除专控）的购销；化工产品（不含

危化品）批发和零售。(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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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的购销；初级农产品的生产、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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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垦烨运宏

实业有限公司 
温济海 5,108.24 1986-11-10 

琼中县营根镇

海榆路 6 号 

机械制造、机械加工、民用产品、货运、汽

车修理、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房屋销

售。 

海南农垦神泉集

团有限公司 
彭隆荣 

33,115.944

057 

2008-01-

08 

海南省三亚市

海棠湾镇南田

农场内 

种植业，农牧业（奶畜除外），旅游项目开

发，房地产开发经营，种苗引进及推广与

培育，水果种植，水果市场营销，水果包

装，汽车维修，普通货运，橡胶、热带作

物、化肥、农具、五金交电、拖拉机、柴

油机配件、百货、家用电器、针纺织品、

建筑材料的销售，农业技术培训服务，农

机、橡胶加工设备、钢铝门窗卷闸门、拉

闸门及文件柜制造，养殖业（奶畜除外） 

海南农垦南繁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徐强富 10,000 

2016-09-

26 

海南省三亚市

崖州区南滨农

场机关第一办

公楼 3 楼 

南繁育制种及南繁服务，热带作物、热带

水果种植，农副产品加工及销售，物流，

生态农业休闲旅游，房地产开发，农业技

术研发及咨询，农业基地开发与建设，农

资销售，农贸市场开发及管理，物业管

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

糖、酒、茶叶、副食品批发兼零售，食

品、调味佐料、饮料的销售，烟零售，酒

类生产，进出口贸易。 

海南易石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李建新 3,000 2016-11-28 

海南省老城高

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海南生态

软件园 A17

幢一层 2001 

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从事货物与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对外贸易；橡胶及橡胶制

品、塑料制品、橡塑制品、食用农产品、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石油制品（除成

品油、危险化学品）、焦炭、焦煤、玻璃、

矿产品、钢铁原料及制品、棉花、针纺织

品、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肥料、化

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

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

学品）、木材、纸制品、机械设备及配件的

销售；企业管理、财务管理（不得从事代

理记账）；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教育信息咨询（除留学中介）、财务信息咨

询（除代理记账）服务，仓储物流。 

海南中橡热带产

品电子交易市场

有限公司 

李海文 700 
2003-01-

21 

海口市海垦路

13 号绿海大

厦 8 楼 

组织天然橡胶、胡椒、咖啡、香蕉及其制

品的购销、订货交易活动；以上各类产品

的电子商务服务、销售；信息咨询、仓储

服务（危险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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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垦植保中

心 
林婵坤 30 

1995-09-

25 

海口市海垦路

西院 181 号 

农药（高剧毒农药除外、凭许可证经营）、

农化、生产资料、植保机械及零件、小型

机械维修、土特产品、五金、化工、建

材、汽配、饲料。 

海南金冠包装工

贸有限公司   
朱小凤 80 

1995-05-

22 

海口市金鼎路

8－22 号 

200 升钢桶生产加工销售，各种包装盒

罐、胶罐加工，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

工产品(专营除外)、汽车配件、家电产品

的的批发、零售。 

国药集团健康实

业（海南）有限

公司 

刘毅捷 2000 
2014-12-

09 

海南省海口市

龙华区滨海大

道 103 号财富

广场 3 楼 

医疗用品、医疗器材、救护车、医疗器

械、医用耗材、体外诊断试剂（药品）、消

毒产品、医用服装、果品、蔬菜、保健

品、教学用模型、天然橡胶、橡胶制品、

医用塑料产品、劳保用品、货架、通讯设

备及配套设备、辐射防护器材、包装材

料、实验设备及器材、消防设备、器材的

销售，分析仪器、玻璃仪器、科研设备、

仪器仪表、教学仪器设备、教学教具的销

售及租赁，医疗器材进出口贸易（但国家

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医疗

设备租赁，医疗器械及设备维修，医疗器

械保养及技术咨询服务，医院信息化建设

及信息咨询服务，疗养院管理及信息咨

询，房地产开发经营，网络工程的设计、

施工，商务信息咨询，招、投标咨询服

务，会展服务，物流信息咨询，仓储服务

（化学危险品除外），办公用品、化妆品、

日用百货、文体用品、计生用品、计算

机、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批发。 

海南省农垦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 
羊博锴 16,700 

1986-09-

22 

海口市金垦路

58 号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凭许可证经

营），房地产开发，市政道路工程，园林设

计，土石方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物业服

务，水电安装，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汽车

修理；塑料门窗、家俱、水泥电杆及构

件、建材、化工产品（专营除外）、五金交

电的销售，描晒图、打字、复印、广告制

作。 

海南国际热带农

产品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原名：

中橡电子交易市

场有限公司） 

潘黎明 5,000 
2001-02-

13 

海口市海垦路

十三号绿海大

厦九层 

天然橡胶及其制品的批发、零售、代购代

销服务、电子商务及信息服务；进口橡胶

及其制品、化工产品及原料、铝制品的批

发、零售、代购代销服务、电子商务及信

息服务；农副产品、土特产品的电子商务

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计算机及

其辅助设备、系统集成、软件开发、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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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网络工程设计、施工，物流配送、劳

务承揽、车辆维修；有色金属、矿产品、

稀土、钢材、农产品、食用农产品、冷藏

肉、冷冻肉销售；商务信息咨询；进出口

贸易。 

海南省农垦设计

院 
江国买 308 

1991-10-

30 

海口市金垦路

43 号 

甲级农林行业设计，甲级农业工程咨询，

乙级建筑工程设计，乙级建筑工程咨询，

乙级城市规划，乙级工程测绘，乙级岩土

工程勘察，乙级土工试验，环境建设装

饰，普通机械及配电设备、办公设备、家

俱、五金工具、包装用品的销售，木制品

的生产加工。 

海南淇利工程招

标代理有限公司 
胡小芹 100 

2005-04-

13 

海口市海垦路

绿海大厦 

承担各类建筑、市政、公路、桥梁、基础

设施、园林绿化、水利水电、环境保护、

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的招标代理业务及咨

询服务。 

海南橡城建设工

程监理有限公司 
王曲 300 

2006-02-

16 

海口市金垦路

58 号金牛生

态小区 A 栋二

层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的监理，设

备安装工程，装饰装璜工程，建设工程的

项目管理及技术咨询服务。 

海南金垦赛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孙甄 500 

2013-08-

26 

海南省海口市

龙华区海垦路

13 号绿海大

厦 15 层

1520-1525 室 

计算机及其相关网络设备销售、技术指

导、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工程，软

件系统开发。 

海南天地海胶农

业投资有限公司 
徐咏梅 5,000 2015-11-05 

海口市秀英区

滨海大道 76

－1 号海口洛

杉矶城 A 座

15A 层 A－

15A07 房 

热带高效农业项目投资，生态农业开发，

水果、蔬菜种植，休闲农业观光，旅游景

区开发，养生度假和旅游地产项目投资开

发，肥料、农资、农具、和农业设备的生

产销售，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农

业技术培训，种苗培育和销售，高效农业

技术的研发、推广，酒店、餐饮管理服

务，进出口贸易。 

海南省农垦工业

开发建设总公司 
李高慧 600 

1993-01-

04 

海口市秀英草

坡省农垦总局

机关大院内 

粮油制品、农副产品、水产品、海产品、

饮料、建材、家具、农业机械及配件、机

动车配件、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

品（危险品除外）、铝材的销售，预包装食

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的批发兼零售，计量器具维修，技术

信息咨询服务，废水处理工程，设备安

装。 



9 

海南农垦白沙茶

业股份有限公司   
吴海江 500 

2009-06-

22 

海南省白沙黎

族自治县牙叉

镇白沙茶厂办

公楼 

茶叶种植、生产、收购、分拣、加工、包

装、储藏、销售，进出口贸易；茶业观光

服务。 

海南海胶闽星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 
吴永文 5,000 

2015-03-

05 

海南省老城高

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海南生态

软件园 

高效农业种植，蜜柚、香蕉的种植、加工

和销售；化肥、有机肥料销售；优质种苗

和农业技术研发、推广与销售；生态休闲

观光农业项目开发，优质农产品在网络的

推广和销售。 

上海增石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李岩峰 1,000 

2014-09-

18 

上海市虹口区

沽源路 110 弄

15 号 208-47

室 

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企业管理，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

记账），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销

售金属材料，燃料油（除危险化学品），塑

料制品，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家

用电器，日用百货，工艺礼品，食用农产

品（不含生猪产品），珠宝首饰，皮革制

品，焦炭，化肥经营，玻璃制品，矿产品

（除专控），针纺织品，建筑装潢材料，建

筑材料，木制品，不锈钢制品，钢材，机

械设备，橡胶制品，化工产品批发（除危

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

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批发：预包装

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三亚华海圆融旅

业有限公司 
刘坤 5000 

2015-12-

31 

海南省三亚市

天涯区南岛农

场富岛路 66

号 

农业旅游观光，生态旅游，农、林、牧、

渔业的种植、养殖，农、林、牧、渔业的

加工、销售，农业产业化相关的产品加

工、销售和维护，农业技术开发和技术转

让，房地产，仓储业，室内装修工程，房

地产信息咨询，楼盘销售，餐饮管理，住

宿服务，商品售卖，客运服务，商铺出

租，婚庆服务。 

海南农垦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邓文杰 50,000 2011-12-15 

海南省海口市

滨海大道 115

号海垦国际金

融中心 2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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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成员单

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

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

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

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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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

单位办理贷款和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

借；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

外）；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承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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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企业债券。 

海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王年生 300000 

2015-08-

14  

海南省海口市

龙华区海秀东

路 31 号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

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

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

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

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

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公司原控股股东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与海南省农垦总局合并组建为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该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工商注册成立。2017 年，海垦控股集团国有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已

完成，公司已根据规定重新认定了关联方。 

深圳市海鹏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农垦烨运宏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农垦神泉集

团有限公司、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农垦设计院、海南农垦工

业开发建设总公司、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农垦植保中心、海南橡

城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海南淇利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海南国际热带农产

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海南中橡热带产品电子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海南金冠包装

工贸有限公司、海南金垦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农垦白沙茶业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R1 International Pte.Ltd.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控

制的下属企业。 

2、海南易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上海增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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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东橡投资控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橡公司”）投资的联营企业，本

公司通过东橡公司对其具有重大影响,故认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3、海南海胶闽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南天地海胶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是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海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公司”）投资的联营

企业，本公司通过农业公司对其具有重大影响,故认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4、三亚华海圆融旅业有限公司是海南海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海

南华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的联营企业，本公司通过海南华海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对其具有重大影响,故认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5、国药集团健康实业（海南）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投资的联营企业，本公司

对其具有重大影响,故认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6、公司董事彭富庆先生在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

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主要内容 

1、公司与控股股东于 2008 年签订了《关联交易土地使用权承包协议》，该

协议已经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2010 年根据林权办证结果，

重新确认承包使用控股股东国有土地总面积，并与控股股东签订《<土地使用权

承包协议>之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已经公司二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2、公司与控股股东于 2008 年签订了《综合服务协议》，该协议已经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根据该协议，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基础设施等

生产辅助系统的使用、物业管理维护等后勤配套设施服务。由于海南省农垦改革

不断深入，控股股东下属农场企业化改制、社会管理职能陆续移交地方政府管理，

控股股东下属农场实际为公司提供的综合服务逐年减少。鉴于上述情况，公司与

控股股东充分协商后，双方确定2018年控股股东实际提供的综合服务费为1,262

万元，2019 年-2021 年预计每年提供的综合服务费为 420 万元，最终以实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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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服务进行结算，2022 年起上述《综合服务协议》自动终止，相关综合服务

将由公司基地分公司自行提供，公司不再向控股股东支付综合服务费。 

3、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系 2011 年 4 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和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

东直接控股的子公司。公司 2011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根据《金融服务协议》，海南农垦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票据承兑贴现服务、结算服

务、委托贷款及委托理财服务、设计相关金融服务产品以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同类产品市场价格作为定价的基础，由双

方按照关联交易协议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预计的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并

且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本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海南橡胶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任飞、彭富庆、梁春

发、蒙小亮、王兵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认为：公司预计 2019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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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之所需，公司与关联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平、

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有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产生不良影响，此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该项议案。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市场定价原则，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关于本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均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仍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制度的要求。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将遵循公

允性原则，以同类产品市场价格作为定价的基础，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