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87         证券简称：富邦股份         公告编码：2021-023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公司以前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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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以前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长王仁宗先生、董事方胜玲女士、董事宋功武先生作为

关联方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6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审议通过本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对 2018、2019

年度部分关联交易进行补充审议、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确认并拟对公

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作出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与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武汉禾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

禾大”）、武汉盘古数字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盘古”）、湖南湘渝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湘渝”）、 湘渝生物科技（岳阳）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湘渝生物”）、烟台市首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首政”）、 上

海弘新荟咨询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新荟”）、 喀什德锐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德锐”）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993.97 万元。 

1、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与武汉禾大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 2,000.00 万元，与武汉盘古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300.00 万

元，与湖南湘渝及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与烟台

市首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首政”）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 2,000.00 万元；前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 4,800.00 万元。 

2、《湖北证监局关于对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仁宗、罗亮、严伟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2 号指出：公司 2018 年与关联法人武汉禾大

科技有限公司（禾大科技）直接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公司给禾大科技提供借

款 150.00 万元，之后禾大科技于当年归还了借款。公司 2019 年与关联法人应城

市富邦科技有限公司（应城富邦）、武汉盘古数字检测有限公司（盘古数字）直

接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其中收到应城富邦往来款 300.00 万元，归还往来款

1,172.41 万元，期末余额为零，公司计提并支付了资金使用费 24.14 万元；收到

盘古数字往来款 450.00 万，归还盘古数字往来款 120.00 万元，期末非经营性往

来余额 330.00 万元，公司约定了资金使用费但未计提。公司 2019 年与关联法人

应城富邦、武汉长江创富投资有限公司（长江创富）间接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其中公司通过应城市祥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祥龙物流）给长江创富提供借款

2,000.00 万元，之后长江创富又通过祥龙物流向公司归还了借款；公司通过湖北

顺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顺成农业）给应城富邦提供借款 3,700.00 万元，之后应

城富邦又通过顺成农业向公司归还了借款。公司在本次议案中补充审议了上诉关

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规定，此关联交易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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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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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

禾大 

采购商品、分

析 服务、技术

开发  

市场定价 500.00 0 97.37 



   

武汉

盘古 

检测服务、技

术开发 
市场定价 400.00 0 57.30 

湖南

湘渝

及子

公司 

购买原材料  市场定价 500.00 18.11 443.62 

小计   1,400.00 18.11 598.29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武汉

禾大 

销售产品、提

供租赁、劳务

服务等  

市场定价 1,500.00 583.10 330.31 

武汉

盘古 

销售产品、提

供租赁、劳务

服务等 

市场定价 100.00 0 35.09 

烟台

首政 

销售产品、劳

务服务等 
市场定价 2,000.00 0 23.54 

小计   3,600.00 583.10 388.94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0 年度，公司与日常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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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接受

劳务 

武汉禾大 

采购商品、

分析 服务、

技术开发  

97.37 1,500.00 0.22% 6.49% 
关于确认

公司 

2019 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并

预计 

2020 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

公告  

武汉盘古 
检测服务、

技术开发 
57.3 100 2.95% 57.30% 

湖南湘渝 购买原材料  294.46 800 0.66% 36.81% 

湘渝生物 购买原材料  149.16 - 0.33% - 

弘新荟 咨询服务 4.52 -   - 

喀什德锐 咨询服务 2.22 -   - 

小计   605.03 2,400.00 4.16% 24.93%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武汉禾大 

销售产品、

提供租赁、

劳务服务等  

330.31 2,500.00 0.51% 13.21% 

武汉盘古 

销售产品、

提供租赁、

劳务服务等 

35.09 100 0.05% 35.09% 

烟台首政 
销售产品、

劳务服务等 
23.54   0.04% - 

小计   388.94 2,600.00 0.60% 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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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差异原因主要系：公

司在日常运营过程中，根据市场实际需求与变化情况适时调整采购

及销售的策略、渠道等，同时鉴于日常性交易发生具有持续性，主

要以实际发生额进行结算，因此预计数据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020 年 8 月份湖南湘渝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湘渝生物，其相关业

务同时也转到了湘渝生物，导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主体。 

公司与湘渝生物、烟台首政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属于公司董事

长王仁宗先生审核权限之内，且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差异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导致，对公

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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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平等、自愿、等

价、有偿的原则，在公平、互利基础上，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进

行，关联交易的各方严格按照相关协议执行。公司 2020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数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主要系公司根据

市场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以及新增关联方等原因所致，具有其合

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未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武汉禾大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武汉禾大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三路 288 号武汉基地一期 A 生产大

楼 A 栋 1-3 层 1 号 C 区 3 层北 

  法定代表人：王仁宗 



   

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肥料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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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

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卫星遥感应用系统

集成；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

互联网安全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地理遥感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服务；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合微生物肥料研发；物联网技术

研发；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灌溉服务；智能农业管理；土壤与肥料的

复混加工；物联网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农业机械

租赁；谷物销售；肥料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农业机械销售；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公司董事长王仁宗先生为武汉禾大股东且为武汉禾大董事长，公司副

总经理刘世生先生为武汉禾大董事，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第 7.2.3 条第二款及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公司与武汉禾大构成关联法

人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武汉禾大依法存续，合法经营，财务状况较正常，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二）武汉盘古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武汉盘古数字检测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888 号高农生物园总部 B 区 

1#楼 408 室 

法定代表人：周家林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经营范围：植物、农产品、水质检测；农业检测；环境检测 ；检测技术

咨询。（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公司控股股东应城市富邦科技有限公司为武汉盘古股东，公司监事会

主席周家林先生为武汉盘古董事长，公司董事长王仁宗先生、董事宋功武先

生为武汉盘古董事，公司财务负责人严伟先生为武汉盘古监事，属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第二款及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公司与武汉盘古构成关联法人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武汉盘古依法存续，合法经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财务状况正常，

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湖南湘渝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南湘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岳阳县新墙镇十二公里居委会北街（岳阳县新墙镇人民政府 2 米

处） 

法定代表人：余松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焦糖色（氨法、亚硫酸铵法、普通法）（液体、固体）生产、

销售；农副产品收购、初加工、销售（涉及行政许可项目除外）（依法须经

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上海有洲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

人余松先生为湖南湘渝的法定代表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第 7.2.6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公司与湖南湘渝构成关联法人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湖南湘渝依法存续，合法经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财务状况正常，

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四）湘渝生物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湘渝生物科技（岳阳）有限公司 

住所：岳阳县新墙镇十二公里北街（岳阳县新墙镇人民政府右侧 2 米处） 

法定代表人：余松 

注册资本：2,420 .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焦糖色（氨法、亚硫酸铵法、

普通法）（液体、固体）研发、生产、销售；农副产品收购、初加工、销售

（涉及行政许可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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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渝生物为湖南湘渝之全资子公司。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上海有洲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

人余松先生为湘渝生物的法定代表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第 7.2.6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公司与湖南湘渝构成关联法人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湘渝生物依法存续，合法经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财务状况正常，

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五）烟台首政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烟台市首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210 号 701 室 

法定代表人：李健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农业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农业病虫害

防治服务，农用植保无人机、农业机械的研发、销售、租赁及技术服务；灌溉

工程；包装种子、化肥、有机肥、农药、农膜、五金制品、建筑材料、日用百

货、农畜产品、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的批发与零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食品的销售；航拍技术服务；测绘服务；食品添加剂、 金属制品、金属材料、

包装材料的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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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烟台首政 30%的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关联方



   

披露》第四条的有关规定，烟台首政属于公司关联方，因此公司与烟台首政的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烟农首政依法存续，合法经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财务状况正常，履

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六）弘新荟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弘新荟咨询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西街 198 号 7A 区 1453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姜芳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文化艺术交流

策划；公关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

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

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财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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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独董关键参股的企业持有弘新荟 50%的股权，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5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公司与弘新荟构成关联法人

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弘新荟依法存续，合法经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财务状况正常，履约

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七）喀什德锐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喀什德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道总部经济区兵团分区总部大

厦 B 区 917 室 

法定代表人：李祖滨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税务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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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独立董事李祖滨持有喀什德锐94%的股权，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第 7.2.5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公司与喀什德锐构成关联法人关

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弘新荟依法存续，合法经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财务状况正常，履约

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交易内容及定价依据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销售或采购商

品、技术开发与服务等；均采取市场化方式定价，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

原则。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将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数字农业为发展战略，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智能化、科学化的

产品与服务。公司与武汉禾大、武汉盘古、湖南湘渝及子公司、烟台首政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以市场公允价格向武汉禾大、武汉盘

古、湖南湘渝及子公司、烟台首政销售产品、商品或采购原材料等，有利于加

速公司数字农业领域的落地，有利于增加公司数字农业领域的应用场景，有利

于公司经营发展，确保公司主营业务稳定高质增长。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以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

则为定价依据，交易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不存在

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或者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影响到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和连续性。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补充审议的 2018、2019 年度关联交易截至目前影响已消除，不存在影

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

司与武汉禾大、武汉盘古、湖南湘渝 2020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和 2021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交易双方均严格遵循自愿平

等、互惠互利、等价有偿及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严格执行了有关回避表决制度。

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补充审议的 2018、2019 年度关联交易截至目前影响已消

除，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公司 2020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和 2021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据等价有偿、公允

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补充审议的 2018、2019 年度关联交易、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补充审议的 2018、2019

年度关联交易、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无异

议。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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