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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8        证券简称：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2021-014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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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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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预计2021年度本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拟与中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淄柴机器有限公司、中国水产舟山

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水产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

华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销售商品等，

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采购类、劳务类、销售类合计金额不超过

7,512.35万元，2020年度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为3,707.04万元。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3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董恩和先生、周紫雨先生回避了

表决，本项议案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3．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金额达到了《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股东大会审批标准，须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关联股东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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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4．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预计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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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

原材

料 

淄柴机器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市场定价 91.00   74.57  

烟台北方造船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市场定价 1.30   8.73  

烟台海洋渔业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市场定价 3.50   0.00  

山东巨明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市场定价 0.00   24.00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

有限公司 
采购鱼货 市场定价 1,500.00 196.85  537.31  

中国水产有限公司 采购鱼货 市场定价 200.00   0.00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

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市场定价 200.00   83.43  

舟山明珠水产品交易市

场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市场定价     1.44  

小计     1,995.80  196.85  729.48  

向关

联人

采购

燃料

和动

力 

万诚船务有限公司 购买燃油 市场定价 2,587.00 
 

1,887.91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

有限公司 
购买燃油 市场定价 275.55   0.00  

小计     2,862.55 
 

1,887.91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商品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鱼货销售 市场定价 20.00 0.38  3.63  

中农发牡丹江军马场农

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鱼货销售 市场定价 20.00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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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鱼货销售 市场定价 30.00   1.93  

中垦优选（北京）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鱼货销售 市场定价 50.00   4.15  

中水嘉源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鱼货销售 市场定价 50.00 6.46  17.33  

中国农垦控股上海有限

公司 
鱼货销售 市场定价 10.00   2.77  

淄柴动力有限公司 鱼货销售 市场定价 5.00 0.54  0.50  

中国水产有限公司 鱼货销售 市场定价 10.00   0.17  

山东巨明机械有限公司 鱼货销售 市场定价 10.00     

北京中水海龙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鱼货销售 市场定价 10.00     

北京中水家园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鱼货销售 市场定价 5.00     

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 
鱼货销售 市场定价 2.00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

制品有限公司 
鱼货销售 市场定价 1,480.00   666.87  

小计    1,702.00 7.38 699.38 

向关

联人

采购

产品

商品 

中牧（天津）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定价 100.00   11.99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

制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定价 85.00    0.00  

小计   
 

185.00  
 

11.99  

接受

关联

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 
修船款 市场定价 57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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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

供的

劳务 

烟台海洋渔业公司 劳务费 市场定价 22.00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

有限公司 
劳务费 市场定价 37.00   163.62  

中国水产湛江海洋渔业

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费 市场定价 30.00   23.95  

舟渔海洋渔业公司劳动

服务公司 
劳务费 市场定价     0.01  

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 
运输费 市场定价     63.07  

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 

港口代理

费 
市场定价 80.00   60.52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

有限公司 
检修费 市场定价     61.37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

有限公司 
冷藏费用 市场定价 13.00   1.08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

有限公司 
港杂费用 市场定价 15.00   4.66  

小计     767.00 
 

378.28 

合计     7,512.35 204.23 3,707.0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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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 2020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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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牧（天津）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11.99   0.03  

 

淄柴机器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74.57 137.00 0.17 -45.57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

业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83.43 200.00 0.19 -58.29 

烟台海洋渔业有限公

司 
采购物资 

 
8.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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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北方造船有限公

司 
采购物资 8.73 2.00 0.02 336.50 

中国水产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0 400.00  -100.00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

业有限公司 
采购鱼货 537.31 3,000.00 1.24 -82.09 

中国水产有限公司 采购鱼货 
 

200.00 
 

-100.00 

舟山明珠水产品交易

市场有限公司 
采购鱼货 1.44   

 
 

山东巨明机械有限公

司 
采购物资 24   0.06 

 

小计   741.47 3,947.00 1.71 -81.21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和

动力 

万诚船务有限公司 采购柴油 1887.91 1,809.50 4.35 4.33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

业有限公司 
采购柴油   272.00 

 
-100.00 

小计   1,887.91 2,081.50 4.35 -9.30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鱼货销售 3.63   0.01  

中农发牡丹江军马场

农业物资有限责任公

司  

鱼货销售 2.03     

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鱼货销售 1.93     

中垦优选（北京）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鱼货销售 4.15   0.01  

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鱼货销售 

 
  

 
 

中水嘉源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鱼货销售 17.33   0.04  

中国农垦控股上海有

限公司 
鱼货销售 2.7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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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柴动力有限公司 鱼货销售 0.5     

中国水产有限公司 鱼货销售 0.17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

业制品有限公司 
鱼货销售 666.87   1.52  

小计   699.38  1.60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修船款   700.00 

 
-100.00 

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运输费 63.07   0.15  

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港口代理

费 
60.52   0.14  

烟台海洋渔业公司 劳务费 
 

10.00 
 

-100.00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

业有限公司 
劳务费 163.62 11.00 0.38 1387.45 

舟渔明珠劳务公司 劳务费 0.01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

业有限公司 
修船费 61.37 1,359.60 0.14 -95.49 

中国水产湛江海洋渔

业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费 23.95 30.00 0.06 -20.17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

业有限公司 
劳务费 1.08 37.00 

 
-97.08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

业有限公司 
港杂费用 4.66   0.01  

中国水产烟台海洋渔

业公司 
港杂费   22.00  -100.00 

小计   378.28 1,448.60 0.87 -73.89 

  合计   3,707.04 7,477.10   -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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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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燃油价格大幅下降，

导致关联交易中采购燃油金额比预计下降，另外物资

采购是根据生产情况实时比质比价，根据比对结果选

择交易对方，交易金额难以准确预测，因此向关联方

采购实际发生金额比预计金额大幅下降；2020年受

疫情影响鱼货销量下降，导致鱼货运输装卸等接受劳

务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也随之下降。故公司 

2020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低于预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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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

营情况和发展需要，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公正，且

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少于全年预计金额，没有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涤非 

注册资本：419148.82586 万元 

主营业务：海洋捕捞、养殖、加工方面的国际渔业合作；渔船、

渔机及渔需物资的销售等。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31 号 

总资产：3,580,919 万元 

净资产：1,612,889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3,195,290 万元 

净利润：53,769 万元 

2. 淄柴机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猛 

注册资本：3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柴油机、发电机组及配件制造、销售、维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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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山东省淄博高新区裕民路 118 号 

总资产：64,491 万元 

净资产：32,599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41,248 万元 

净利润：363 万元 

3. 中国水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伏卫民 

注册资本：100,699.43 万元 

主营业务：远洋捕捞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8 区 

总资产: 535,226.77 万元 

净资产：374,310.70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271,000.00 万元 

净利润：1,425.00 万元 

4.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恩和 

注册资本：52,121.00 万 

主营业务：远洋捕捞 

住所：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兴海路 1 号（普陀区平

阳浦） 

总资产：275,339.45 万元 

净资产：99,097.03 万元 



 9 

主营业务收入：185,645.57 万元 

净利润：-230.96 万元 

5. 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紫雨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投资与资产管理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31 号中水大厦 5 层 

总资产：190,925 万元 

净资产：125,336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2,183 万元 

净利润：3,357 万元 

6. 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廷伍 

注册资本：116205.163588 万元 

主营业务：兽药经营及畜牧产品业的投资与管理等。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8 区 

总资产：1,429,650 万元 

净资产：618,141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1,324,174 万元 

净利润：51,049 万元 

以上交易对手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财务数据均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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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交易对方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25.36%，是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一项之规定。 

2．交易对方淄柴机器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本公司与上述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3．交易对方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万诚船务有限公

司、烟台海洋渔业有限公司、烟台北方造船有限公司、中水阿曼代表

处、北京中水海龙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水产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或

二级子公司，中国水产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农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本公司与上述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4．交易对方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制品有限公司、舟山明珠水

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舟渔海洋渔业公司劳动服务公司为中国水产

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或二级子公司，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

业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故本公司与上述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5．交易对方中国水产湛江海洋渔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华农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

股东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本公司与上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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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

第二项之规定。 

6. 交易对方中牧（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乾元浩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为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

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

本公司与上述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正常，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购买燃油交易的定价是以交易时点的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协

议定价，由买方给予卖方书面通知为准，分次提供。 

2．购买原材料的定价是以交易时点的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协议

定价，与交易对手签订合同。 

3．鱼货运输的单价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协议定价，在每次承

运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市场柴油价格浮动确定每次运输的单价。 

4．销售鱼货的定价是以交易时点的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协议定

价，确定每次交易价格。 

5．接受或提供劳务的定价是以交易时点的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

协议定价。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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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实际生产需要与各关联方分批

次签署协议。交易协议内容主要有：交易原则、鱼货数量、卸货地点、

定价原则、结算方式、权利义务等。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交易对方发生的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交

易行为。 

2．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定价是以交易时点的国际市场价格

为基础，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

价格公允合理。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我们在公司第七届第三十三次董事会前收

到《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相关材料，审阅后认为：

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我们对公司 2020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2021年预计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审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充分利

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为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

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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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进行，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对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低于预计总

金额达 20%以上发表专项意见如下： 

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公司 2020年度鱼货实际销量低于预计数，

燃油、物资采购是根据生产情况实时比质比价，根据对比结果选择交

易对方，交易金额难以准确预测，因此向关联方采购实际发生金额比

预计金额大幅下降；同时运输装卸等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

额也随之下降。故公司 2020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低于预计金额。

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

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公正，且关联交易的

实际发生金额少于全年预计金额，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