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329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2021-030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和交易条件，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1 年度，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的各子公司拟与公司关联方发生提供劳务、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房

产租赁、设备租赁等日常经营性交易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孙望

平、王明玮、杜毅、关继峰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定价原则公平合理，相

关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和持续发展，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必要的审议

程序，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计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预计 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

预先审核，认为：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对价按公允市



场价确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同意将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

当回避表决。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

度预计金

额 

2020 年

实际发生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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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

购买燃料

和商品 

连云港广联电力燃料公司 10.00   -        

连云港港口集团物资公司 300.00  213.17      

连云港雅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00  4.88      

连云港港口集团供电工程公司 50.00  22.04      

小计 380.00  240.09        -                -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 20,000.00  5,527.53  3.19% 主要系祥丰股份

公司内部发运主

体调整所致，同

一控制下总额不

超预算。 

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 20,000.00  8,491.68  4.90% 

云南祥丰商贸有限公司 10,000.00  18,003.75  10.38% 

云南祥丰中恒贸易有限公司  -    305.63  0.18%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 300.00  29.26  0.02%   

新疆众和新丝路集装箱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    - 

为减少关联交

易，后续实际未

发生。  

小计 50,800.00  32,357.85  18.66%             -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1,191.35  0.76% 
随到港的货物量

变化而变化。  

连云港电子口岸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10.00  0.83  -   

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0.00  1.25  -   

连云港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10.00  0.11  -   

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 100.00  119.16  0.0008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 3,000.00  1,416.61  0.91% 
随发运货物数量

变化而变化。 

连云港公路港有限公司 50.00  0.22  -   

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 10.00  8.21  -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23.91  0.0002 
随到港的货物量

变化而变化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00.00  3.01  -   

连云港新云台码头有限公司 100.00  14.21  0.0001   

新疆众和新丝路集装箱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1.32  -   

小计 9,690.00  2,780.19  1.86%             -    

向关联方

租赁房

产、土地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00  21.60      

云南祥丰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65.00  63.00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319.24    

为减少关联交

易，公司实际未

发生年初预计的

租赁 

江苏筑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00.00  1,991.00    
旗台罐区软基处

理费   

江苏雅仕保鲜产业有限公司 15.00  13.07      

小计 3,002.00  2,407.91        -                -    

向关联方

出租设备 

河北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48.57      

小计 100.00  48.57        -               -    

向关联方

采购设备 

上海观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379.89      

江苏雅仕保鲜产业有限公司 100.00  44.27      

小计 400.00  424.16        -           -  

合计 64,372.00  38,237.93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2020 年实

际发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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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谷（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100.00  6.51         -        



向关联

人购买

燃料和

商品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2.19  6.45    
年内因业务发展需

要有可能需要发生 

连云港港口集团物资公司 240.00  54.17  213.17      

连云港雅仕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20.00           -    4.88      

连云港港口集团供电工程公

司 
300.00  4.52  22.04    

年内因业务发展需

要有可能需要发生 

江苏雅仕保鲜产业有限公司 5.00           -    0.00      

江苏雅仕农场有限公司 5.00           -    0.02      

江苏雅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00           -    0.12      

小计 1,175.00  67.39  246.68      -               -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 10,000.00  738.11  5,527.53  0.03  主要系祥丰股份公

司内部发运主体调

整所致，同一控制

下总额不超预算。 

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 10,000.00  1,476.45  8,491.68  0.05  

云南祥丰商贸有限公司 30,000.00  5,168.64  18,003.75  0.10  

云南祥丰中恒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    305.63  0.00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 2,000.00  226.59  29.26  0.00  
年内因业务发展需

要有可能需要发生 

江苏雅仕保鲜产业有限公司 10.00  1.79         -    -   

连云港雅仕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5.00  0.02        -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

司 
50.00           -    2.42  -   

小计 53,065.00  7,611.60  32,360.27  0.19              -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连云港新东方国际货柜码头

有限公司 
20.00  18.44  6.34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

司 
2,000.00  155.32  1,191.35  0.01  

年内因业务发展需

要有可能需要发生 

连云港电子口岸信息发展有

限公司 
20.00  3.26  0.83  -   

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 
20.00           -    1.25  -   

连云港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20.00  0.00  0.11  -   

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

司 
500.00           -    119.16  0.00  

年内因业务发展需

要有可能需要发生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 1,600.00  189.68  1,416.61  0.01    

连云港雅仕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10.00  0.24        -    -   

连云港公路港有限公司 10.00  0.26  0.22  -   

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 10.00  0.88  8.21  -   

连云港港口集团轮驳公司 200.00  22.28  96.65  0.00    

连云港泰地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20.00  0.06        -    -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0.00  0.36  23.91  0.00  
年内因业务发展需

要有可能需要发生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 
20.00           -    3.01  -   

连云港新云台码头有限公司 100.00              -    14.21  0.00    

新疆众和新丝路集装箱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           -    1.32  -   

小计 4,670.00  390.78  2,883.18  0.02              -    

向关联

方租赁

房产、

土地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00  5.14  21.60      

云南祥丰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70.00  16.54  63.00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00.00  51.85  319.24      

江苏雅仕保鲜产业有限公司 8.00  1.93  13.07      

小计 703.00  75.46  416.91      -                -    

向关联

方出租

设备 

河北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300.00           -    48.57      

天津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300.00           -    2.79      

小计 600.00  0.00  51.36      -                -    

向关联

方采购

设备或

软基处

理费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350.00           -           -      
年内因业务发展需

要有可能需要发生 

江苏筑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    1,991.00      

小计 2,350.00  0.00  1,991.00      -                -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江苏雅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00              -    0.06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              -    0.78      

江苏雅仕保鲜产业有限公司 5.00              -    1.67      

连云港新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5.00              -    0.10      

江苏雅仕农场有限公司 5.00              -    0.42      

连云港雅仕物联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5.00              -    0.05      

连云港雅仕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5.00           -    0.24      

昆明卓耀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10.00    9.20      

小计 45.00  0.00  12.52      -                -    

合计 63,328.00  8,222.83  38,033.95      

 

二、公司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仕集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望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68.98 万元 

成立日期：1998 年 07 月 29 日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朱山路 8

号 206 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与物流、贸易业务相关的均除外）；汽车用品的销售；

经济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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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

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雅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江苏雅仕保鲜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仕保鲜”）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忠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5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05 月 13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朱山路 8 号 

经营范围：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食品销售；初级农产品销售；速冻食

品、罐头、蔬菜制品的生产；农作物和花卉的种植、初加工、冷藏保鲜；艺术品、

精密电子元件的加工及相关所需的设备研发、加工改装；保鲜技术服务；包装服

务；储藏及运输设备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初级农产品、食品、艺术品的进出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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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雅仕保鲜与公司同受雅仕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三）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祥化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宗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 万元 

http://www.qichacha.com/pl_p58e7c6b4ec482e5570f399b97b63ded.html


成立日期：2003 年 08 月 12 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镇昆畹公路 38 公里 

经营范围：过磷酸钙（化肥）的生产销售；硫酸、磷酸、磷酸一铵（化肥）、

磷酸二铵（化肥）、重钙（化肥）、富钙（化肥）、复合肥料（化肥）、尿基高浓度

复合肥、磷矿粉、氟硅酸钠的生产销售；化工产品、矿产品、建筑材料、五金、

电气电子、橡胶制品、金属材料、百货、日用杂品、针纺织品、家具、文化用品、

工艺美术品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农业物资（如尿素）的零售；配送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下经营范围仅限分公司经营：氟硅酸钠废液回收利用及

销售；磷矿开采、加工及销售）。 

关联关系：弘祥化工受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新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

南新为”）少数股东云南祥丰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丰化肥”）控制，

为公司关联方。 

 

（四）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丰金麦”）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法定代表人：杨利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10 月 15 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禄脿镇（工业园区）下禄脿村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磷酸一铵、磷酸二铵、重过磷酸钙、氟硅酸钠、

磷酸氢钙、磷酸、硫酸、氟硅酸、水溶肥料；工业级磷酸一铵、复合肥料；化工

产品、化肥、矿产品、建筑材料、五金、电气电子、橡胶制品、金属材料、百货、

日用杂品、针织织品、家具、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

农用物资的零售；配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 

关联关系：祥丰金麦受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新为少数股东祥丰化肥控制，为

公司关联方。 



 

（五）云南祥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丰商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杨丽芬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01 月 08 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圆山北路 2 号祥丰大厦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硫磺、液氨、氟硅酸钠、硫酸、正磷酸、氨水、液氧、

液氮、液氩、液体二氧化碳）的销售；化肥（普钙、重钙、富钙、复合(混)肥、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磷酸氢钙、氯化铵、氯化钾、尿素、硫酸铵、工业级磷酸

一铵、水溶肥、尿基复合肥）的销售；矿石、矿粉的销售；煤灰渣资源综合利用

制品、磷石膏综合利用制品、建筑材料、五金、电器电子、橡胶制品、百货、日

用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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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祥丰商贸受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新为少数股东祥丰化肥控制，为

公司关联方。 

 

（六）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天马”）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怀中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01 月 12 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度假区滇池路 1417 号 

经营范围：代办铁路运输；货运代理；国际货运代理；运输计划组织；物流

规划设计；物流信息服务；仓单质押业务；代办货物转运；腐蚀品、压缩气体及

液化气体、易燃固体、自燃和遇湿易燃物品、易燃液体、建筑材料、矿产品及塑

料制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化肥的零售；普通货运；

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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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云南天马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董事孙望平担任云南天马董事，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王明玮担任云南天马监事，因此其为公司关联方。 

 

（七）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股份”）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春宏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9,382.6212 万元 

成立日期：2001 年 10 月 15 日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连云区庙岭港区港口四

路 8 号 

经营范围：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为旅客提供侯船及上、下船设施和服

务；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服务；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仅限为船舶提供岸电）；

普通货运；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维修服务；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制造、

安装、维修；工索具制造、销售；散货包装服务；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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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港口股份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

新海岸”）的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集团”）控制，为公

司关联方。 

 

（八）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集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锐 

注册资本：人民币 782,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0 年 11 月 20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 18-5 号 

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停靠设施；为旅客提供候船

和上下船设施和服务；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

装箱堆放、拆拼箱以及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等；为船舶进出港、靠

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等服务；为委托人提供货物交接过程中的点数和检

查货物表面情况的理货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燃物料、生活品供应、船员接送



及船舶污染物（含油污水、残油、洗舱水、生活污水及垃圾）接收、围油栏供应

服务和加工洗烫衣服等船舶港口服务 ；从事港口设施、设备（含机车）和港口

机械的租赁、维修业务；（以上凭港口经营许可证经营）。保税仓储（危化品除外）；

港口与航道设施工程、建筑工程、给排水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道路桥梁工

程、建筑智能化工程、通信管线工程设计与施工；港口疏浚作业；煤炭销售；房

地产开发经营；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代理；物业管理服务；软件开发及系统

集成；网络技术服务；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国际货运代理；货物沿海、沿江

及内河运输；环境工程监理及环境技术检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通信工程施

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无车承运人），货物专用运输（罐式），经营性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3 类）（剧毒化学品除外）；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与零售；瓶（桶）

装饮用水生产与销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卷烟（雪茄烟）零售；船舶制造；

船舶修理及潜水作业；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卫生防疫服务；计量器具检

测及衡器设备安装检定等；废旧物资回收；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的经营

与管理；以下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乙醇汽油、柴油、煤油零售；燃气销售；

港口铁路运输；港区电力供应。（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港口集团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股

东，为公司关联方。 

 

（九）新疆众和新丝路集装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新丝路”）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02 月 15 日 

注册地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天润商务大厦二楼 203 室 

经营范围：集装箱物流、集装箱租赁及供应链服务，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

煤炭、钢铁、粮食及农副产品、化肥、矿石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与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并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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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新疆新丝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新思物流有限公司参股的公司，

为公司关联方。 

 

（十）云南祥丰中恒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丰中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丽芬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4 日 

注册地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瑞丽市姐告路 48 号 9 栋 6 号

商铺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农用物资、化肥、矿产品、煤炭、

建筑材料、五金产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橡胶制品、金属材料、日用百货销

售；对外贸易经营（货物进出口或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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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祥丰商贸受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新为少数股东祥丰化肥控制，祥

丰中恒为祥丰商贸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十一）连云港外轮理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轮理货”）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卫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2 年 10 月 9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棠北路大陆桥国际商务大厦 A 区 711 室 

经营范围：国际、国内航线船舶货物及集装箱的理货、理箱；集装箱装、拆

箱理货；货物计量、丈量；船舶水尺计量；监装、监卸；货损、箱损检验与鉴定；

出具理货单证及理货报告；理货信息咨询；船舶、货运代理等相关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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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外轮理货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股

东港口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二）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集装箱”）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王新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0 年 04 月 27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开发区 

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为旅客提供上下船设施和服务；为委托人提供

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堆放、拆拼箱以及对货物及其包

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等；为船舶提供岸电；从事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

赁、维修业务；提供国内货运代理、劳务、货物查验、熏蒸、集装箱清洗等辅助

服务；提供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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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新东方集装箱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

的股东港口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三）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云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磊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5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01 月 13 日 

注册地址：连云区中山路港医巷 10 号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工程

设计、安装、技术咨询、服务；基于网络技术的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通信设备

安装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电子工程、

安防系统工程设计、施工；计算机及配件、通信器材、办公自动化设备销售及维

修；空气调节器安装、修理；通信基站维护；信息科技产业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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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智慧云港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股

东港口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四）连云港港口集团物资公司（以下简称“港口物资”）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曹小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03 月 30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区大松树桃林路 10 号 

经营范围：建材、木材、金属材料、塑料制品、橡胶制品零售经营；以下经

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乙醇汽油、柴油、煤油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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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港口物资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股

东港口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五）连云港港口集团供电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港口供电”）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朱桂柱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03 月 23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东路 77 号 

经营范围：电力供应；售电、配电网经营；电力设施安装、维修、试验；电

力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电器机械及器材销售、租赁；节能服务；计量

器具检测及衡器设备安装、调试、检定、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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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港口供电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股

东港口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六）江苏筑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港建设”）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照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90,286.04 万元 

成立日期：1989 年 05 月 26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区云宿路 260 号 

经营范围：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工工

程维修；土石方工程、安防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通信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市政工程、城市亮化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建

筑智能化工程、室内水电安装工程设计与施工；物资储存；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矿

产品加工、销售；国际货运代理；海洋测绘；船舶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

料销售；以下限分支机构凭有效审批手续经营：商品混凝土加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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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筑港建设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股

东港口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七）云南祥丰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丰化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杨宗祥 

注册资本：人民币 4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1 年 07 月 03 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百花东路东湖小区祥丰大厦 

经营范围：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化肥(如过磷酸钙、复混肥等)；水溶肥料的生

产和销售；化工产品、矿产品、建筑材料、五金、电器电子、橡胶制品、金属材

料、百货、日用杂品、针纺织品、家具、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的批发、零售、

代购代销；农用物资（如尿素）的零售；配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的

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下经营范围仅

限分公司经营：磷矿的开采、销售。 

关联关系：祥丰化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新为少数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十八）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联码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春宏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690.30 万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11 月 24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开发区五羊路西首 

经营范围：从事码头开发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危

险品除外）；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经营、维修业务；港口专用工具加工、

修理；散货包装；铁路运输代理；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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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鑫联码头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股

东港口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九）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哈物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朱向阳 

注册资本：人民币 42,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6 月 24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港庙岭作业区 

经营范围：保税物流、货物仓储、集装箱修理；集装箱及货物装卸、绑扎加

固服务；拆装危险货物集装箱业务；受托从事监管抵押物的仓储和物流业务；国

际贸易；国内货运代理；承办海运、陆运、铁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

理业务；港口业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出租；房屋租赁；汽车配件、

普通机械、木材、矿产品、化工产品及原料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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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中哈物流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股

东港口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连云港公路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公路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卞文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745 万元 

成立日期：2012 年 1 月 19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新光路 699 号 

经营范围：国内货运代理；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

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检

及运输咨询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普通货物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服务；

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水路普通货物运输；船舶管理；船舶租赁；房屋租赁；

汽车租赁；停车场管理服务；实业投资；汽车维修；物流信息咨询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GPS 产品销售及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服务；通讯工程

施工；集装箱维修、清洗服务；冷藏服务；汽车配件、机械设备、木材、矿产品

（煤炭除外）、化工产品及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燃料油（危险化学品除外）、

润滑油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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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连云港公路港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

的股东港口集团同受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港口控股”）控制，

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一）连云港新云台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云台码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仲跻成 

注册资本：人民币 36,6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9 月 20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烧香河路 8 号 

经营范围：码头及其它港口设施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服务;船舶港口服务;港口

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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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新云台码头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

股东港口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二）连云港电子口岸信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信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26.96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11 月 29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棠北路 209 号 502 号 

经营范围：口岸信息平台的信息系统开发、管理，港航电子数据交换业务，

信息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技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与培训，基于网络技

术的数据接入服务、信息存储、加工及其他信息增值服务；计算机软件、硬件及

网络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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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电子信息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股

东港口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三）河北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长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饶南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8 日 

注册地址：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化工一路南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一般货物仓储服务，产品外包装服务,海上、公路、

航空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代理报关、报检业务，装卸服务，集装箱拼箱、

分拨、中转，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化工产品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

普货运输，信息系统软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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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河北长基受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安徽长基”）少数股东上海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长基”）控制，

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四）连云港雅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仕物业”）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穆爱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8 月 23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朱山路 8 号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保洁服务，家政服务；餐饮服务；会展会务服务；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食品、日用品、劳保用品、办公用品销售，自助洗车设备的的

销售、租赁、安装、维护、运营管理及相关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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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雅仕物业与公司同受雅仕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五）太谷（上海）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谷（上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黄菲斐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29 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1101 号 1210 室   

经营范围：食品流通、酒类、酒具、餐具、食用农产品（粮食、生猪产品、

牛羊肉除外）、日用百货及服装的批发、网上零售、进出口、佣金代理（除拍卖）

商务信息咨询（金融信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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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太谷（上海）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望平先生的配偶控制的太谷國

際發展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六）江苏雅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商务”）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柏宏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8 月 10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朱山路 8 号 B 幢 208、209 

经营范围：网上贸易代理；农产品、生鲜水产品、食品的销售；农产品收购；

农业项目开发；农作物种植；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



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

医用口罩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

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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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电子商务与公司同受雅仕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七）昆明卓耀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卓耀经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礼耀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8 年 2 月 18 日 

注册地址：昆明市广福路新亚洲体育城星都总部基地 62 幢 1 单元 805 号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物资供销（电动自行车除外）；对外贸易经营（货物进

出口及技术进出口）；经济信息咨询（不得从事金融业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

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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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卓耀经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中础的少数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八）连云港新东方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货柜”）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新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 47,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7 月 11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光路 6 号 

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为旅客提供上下船设施和服务；为委托人提供

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堆放、拆拼箱以及对货物及其包

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等；为船舶提供岸电；从事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

赁、维修业务；危险货物港口作业（范围以《危险货物港口作业认可证》为准）。

提供国内货运代理、劳务、货物查验、熏蒸、集装箱清洗修理等辅助服务；提供

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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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新东方货柜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



股东港口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九）连云港港口集团轮驳公司（以下简称“港口轮驳”）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李二宝 

注册资本：人民币 396 万元 

成立日期：1992 年 12 月 30 日 

注册地址：连云区中山路大松树北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沿海拖驳,沿海货运。一般经营项目:港口疏浚,大件

货物吊装,潜水作业,船舶及专用仪器仪表修理,国内船货代理,专业咨询;五金、金

属材料、电器机械及配件、油漆、缆绳、船用辅机零售、批发、代购代销。 

关联关系：港口轮驳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股

东港口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三十）连云港泰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地石化”）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跃 

注册资本：人民币 46,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12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东路 2-1 号 

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岸电；货物装卸、仓储；（以上按许可经营）。

港口设施设备租赁、维修服务；石油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纺织原料及产品（以

上不含危化品）的销售；房屋租赁；商务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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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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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成品油批发（不

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陆地管道运输；供应链管理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泰地石化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股

东港口集团的参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三十一）连云港港口国际石化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石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永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1 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区板桥工业园 

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货物装卸、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

维修经营；商务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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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港口石化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股

东港口集团的孙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三十二）天津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长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6 月 16 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河街道好旺角商界 C-21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机械设备租赁；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服务；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软件开发；包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报关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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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天津长基受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长基的少数股东上海长基控制，

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十三）连云港新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欣农业”）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穆爱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19 日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朱山路 8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服务；农用薄膜销售；新鲜

蔬菜批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关联关系：新欣农业与公司同受雅仕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三十四）连云港雅仕物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仕物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陆扬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8 日 

注册地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朱山路 8 号 A 楼 304 室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处

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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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雅仕物联与公司同受雅仕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涉及提供供应链物流服务、采

购港口进出口作业公共服务、对物流资源的调配以及提供办公场所等正常经营性

往来。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无利益输送以及价

格操纵行为，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1. 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 

2. 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持续正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为了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

源和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

公司关联交易属正常的市场行为，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允合理确定，交

易行为在公平原则下进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

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使公司对外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