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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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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以

及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

预计，包括：预计 2021 年度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益生股份”或“公司”）及宝泉岭分公司将与关联方北大荒宝泉

岭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泉岭农牧”）及宝泉岭农牧的全

资子公司黑龙江北三峡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三峡养殖”）发

生关联销售种鸡、种蛋、商品鸡及饲料代加工等日常关联交易。 

2、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1 年 03 月 0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该关联

交易预计。 

（2）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宝泉岭农牧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认缴其 25.55%股权。公司董

事长曹积生先生担任其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宝泉岭农牧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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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议《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

事曹积生先生回避表决。 

（3）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 202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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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价原则 

2021年度预计
关联交易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元) 

上年发生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北三峡

养殖 
饲料及原料、鸡产品 

市场公允

价格 
4,400.00 8,679,060.23 4,281.33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北三峡

养殖 

销售种蛋、销售商品

鸡、销售父母代鸡雏 

市场公允

价格 
1,800.00  2,662,250.00 887.80 

合计 -- -- -- 6,200.00 11,341,310.23 5,169.13 

（三）上一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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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北三峡

养殖 

饲料及原料、

鸡产品 
4,281.33 4,500.00 4.30% -4.84%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关
于 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5）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北三峡

养殖 

销售种蛋、销
售商品鸡、销

售父母代鸡

雏 

887.80 3,960.00 0.62% -77.58% 

合计 -- -- 5,169.13 8,46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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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向关联方北三峡养殖销售种蛋、商品

鸡、父母代鸡雏的数量减少且销售价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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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向关联方北三峡养殖销售种蛋、销售商品鸡、销售父母代鸡雏是公司
常规性业务，定价原则为市场公允的原则，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

差异的原因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审批程序符合规定，交易定价公允、合

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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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大荒宝泉岭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1、宝泉岭农牧成立于 2012 年 09 月 22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330010528721421，注册资本 133,618 万元，住所为黑龙江省鹤岗

市萝北县宝泉岭局直三十委 27 栋 1 号，法定代表人宁召峰，经营范

围为：肉种鸡、商品肉鸡饲养；种蛋、商品鸡雏、商品肉鸡批发零售。 

2、宝泉岭农牧为公司参股子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33,618 万元整，公司认缴该公司 25.55%股权。公司董事长曹积生先

生担任宝泉岭农牧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宝泉岭农牧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宝泉岭农牧的其他股东为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宝泉岭

农牧 23.55%股权；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宝泉岭农牧

23.55%股权；黑龙江省北大荒肉业有限公司，认缴宝泉岭农牧 23.55%

股权；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兴合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宝泉岭农牧 3.80%

股权。 

3、宝泉岭农牧其他主要股东介绍  

（1）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和股份”） 

公司全称：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希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204.6632 万元 

住所：烟台蓬莱市西郊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羊、牛的饲养，预包装食品销售，粮食收购。种鸡饲

养、种蛋、鸡苗销售；饲料、饲料添加剂预混料生产、销售；商品鸡

饲养、销售；兽药销售；肉鸡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机械设备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有机肥、生物有机肥的生产与销

售；粪污沼气发电项目（不含电力供应营业经营）；蔬菜种植；光伏

发电，电力销售，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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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地恩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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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称：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效成  

注册资本：7,100 万元  

住所：青岛保税区前二路 106 区 C15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规定审批的，凭许可证、资质证、资格证、批文经营；法律法规未做

限制的，自主经营。（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张效成先生的出资额为 3,550 万元，占康地恩实业

50%股权；黄炳亮先生的出资额为 3,550 万元，占康地恩实业 50%股

权。  

（3）黑龙江省北大荒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荒肉业”）  

公司全称：黑龙江省北大荒肉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利民  

注册资本：97,550 万元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高科技开发区 20 号楼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控股公司服务；资本投资服务（不含

证券业务），贸易代理；肉类批发和进出口；熟食批发和进出口。  

股权结构：北大荒肉业的控股股东为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 82,456 万元，占北大荒肉业 84.53%的股份。  

（4）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兴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

兴合”）  

公司全称：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兴合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庆华 

注册资本：5,090 万元  

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宝泉岭局直三十委 27 栋 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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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活动。  

股权结构：杨庆华先生的出资额为 958.00 万元，占农垦兴合

18.82%股权；陈延芝先生的出资额为 630.00万元，占农垦兴合 12.38%

股权；张永民先生的出资额为 603.80 万元，占农垦兴合 11.86%股权；

綦敦鹏、赵娜、陈永、徐晓亮等出资额合计 2,898.20 万元，占农垦

兴合 56.94%股权。  

上述宝泉岭农牧的主要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4、相关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宝泉岭农牧总资产156,754.80万元，净资

产130,089.95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118,604.81万元，净利润

28,076.28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宝泉岭农牧总资产140，010.34

万元，净资产131,279.08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06,386.78万元，

净利润1,189.13万元。 

（二）黑龙江北三峡养殖有限公司 

1、北三峡养殖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33001069153195J，注册资本 62,000 万元，住所为黑龙江省鹤岗

市萝北县宝泉岭管理局哈肇公路 465 公里处路北，法定代表人宋杰，

经营范围为：种鸡养殖；种蛋生产；种蛋孵化；种蛋批发零售；鸡雏

生产、批发零售；肉鸡养殖；粮食收购及进出口活动；饲料加工、批

发零售及进出口活动；牲畜批发和进出口活动；牲畜批发和进出口活

动；畜禽饲养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 

2、北三峡养殖为宝泉岭农牧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北三峡养殖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截至2019年12月31日，北三峡养殖总资产101,499.87万元，

净资产95,028.69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107,914.93万元，净利润

25,874.91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北三峡养殖总资产97,409.88

万元，净资产91,252.25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93,270.41万元，净

利润-3,776.44万元。 

上述关联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其日常关联

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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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未与各关联方就关联交易签署书面协议，上述关联交易价格

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及市场化定价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向宝泉岭农牧提供父母代肉种鸡雏鸡产品，有利于优化

益生股份业务结构，提升益生股份整体经营业绩；宝泉岭农牧为公司

宝泉岭分公司提供种鸡饲料等产品，满足了宝泉岭分公司的日常经营

需求，上述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执行市场公允价格，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公司所披露的关联方、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也未违反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

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

需要而发生的，该等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

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将该项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公

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

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将该事项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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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会议决议； 

2、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03 月 0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