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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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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3年发

生金额 

2022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接受关联方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

究所研发及技术服务 

1,100,000.00 119,165.00 业务需要，预计支付关

联方研发及技术服务费

用同比增加。 

销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销售疫苗 6,300,000.00 2,297,767.00 预计 2023 年关联方生

猪存栏量将有所增加，

向关联方销售疫苗收入

将同比增加。 

委托关联方销

售产品、商品 

- - - - 

接受关联方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 - - - 

其他 

1、与关联方合作申 

请的政府补助项目 

资金结转损益 

2、关联方代付员工社

会保险、公积金费用 

3、支付关联方房产租

金及水电费 

3,230,000.00 1,090,739.84 业务需要，预计支付关

联方水电费，及与关联

方合作申请的政府补助

项目资金结转损益金额

同比增加。 

合计 - 10,630,000.00 3,507,671.84 - 

备注：2022年与关联方实际发生金额为未经审计数据。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1）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华晖街 2 号 201 房（自编 215 室）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晖街 2 号 201 房（自编 215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吴惟瑞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资产管理、经营；农、牧、渔业投资管理。 

关联关系：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39.06%。 

履约能力：以上关联方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的履约

能力，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白石岗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白石岗 

企业类型：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孙铭飞 

注册资本：4398 万元 

主营业务：主要承担畜禽、水产等动物的疾病研究工作 

关联关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是公司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11.27%。 

履约能力：以上关联方与公司关联交易主要系公司租赁其房产、采购其研发及技术服务，

其拥有租赁房产的产权及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的履约

能力，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广东省农科院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广东省农科院 

企业类型：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陆华忠 



注册资本：43441万元 

主营业务：贯彻执行国家和省的农业科技方针、政策，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省

提供科技支撑。承担农业领域科研机构业务指导工作，牵头组建农业领域产学研创新联

盟，组织开展农业领域基础性、前瞻性、公益性科研工作。承担农业领域科技发展战略

及产业安全预警、产业发展政策研究和重大专项调研，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为社会提

供信息服务。开展农业领域科学技术研究，解决我省在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省过

程中的前沿技术、核心技术、共性技术问题。承担国家、省（部）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和管理工作，为全省农业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公共平台。承担农业领域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的策划和组织实施，组织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和新方法的试验、示范与推广

服务，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组织实施农业领域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推进我省农

业科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开展农业科技人员继续教育和农村实用人才的技术培训

工作，合作培养研究生，承担我省农业科学研究系列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工作。

负责院本部和院属各单位国有资产、财政经费和项目经费的监督管理，负责院属各单位

的学科规划、基本建设和科技支撑等条件的建设，负责院属各单位党政领导班子 的管

理和党建及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承担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关联关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通过广东省农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大股东）、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公司第三大股东）间接持有公司 30.98%的股份。 

履约能力：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2023 年度公司预计接受关联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研发及技术服

务，需支付研发及技术服务费不超过 110万元。 

（2）2023年度公司预计将向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广东开平广三保

畜牧有限公司销售疫苗，金额不超过 230万元。 

（3）2023年度公司预计将向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广东阳江广三保

畜牧有限公司销售疫苗，金额不超过 150万元。 

（4）2023年度公司预计将向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广东广宁广三保

畜牧有限公司销售疫苗，金额不超过 250万元。 

（5）2023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



生研究所合作申请的政府补助项目资金结转当期损益，金额不超过 160万元。 

（6）2023年度公司预计委托关联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代付员工社会保

险、公积金费用不超过 13 万元。 

（7）2023年度公司预计租赁关联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的房产支付租金

及水电费不超过 150万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1、2023 年 1月 13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公司与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 

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情况：涉及

关联交易，谭德明、欧敬、尹学毛回避表决。 

《关于预计公司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情况：涉及关联交

易，陈少阳、谢立新、王刚回避表决。 

2、2023 年 1月 13日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公司与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 

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情况：涉及

关联交易，欧阳欢回避表决。 

《关于预计公司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情况：涉及关联交

易，梅双回避表决。 

3、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根据年度经营计划对2023年日常性关联交易往来情况进行预

计，有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和执行。本次预计事项在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

决程序合法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时，本次关联交易预

计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内容合理、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

性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



公司预计的2023年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关于预计公司与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预计公司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动物卫生研究所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定价原则，双方协商

确定。 

 

（二） 定价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依照公允的可参考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一）2021年 10月，公司与关联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签订《广州市房

屋租赁合同》，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白石岗 21号自编 16号首层房产用于科学研究，

租期 60个月。 

（二）2021年 10月，公司与关联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签订《广州市房

屋租赁合同》，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白石岗 21号自编 16号二层房产用于科学研究，

租期 60个月。 

（三）2021年 10月，公司与关联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签订《广州市房

屋租赁合同》，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白石岗街 21 号自编 37号房产用于生产车间，

租期 60个月。 

（四）除上述已经签署的协议外，其他关联交易公司将在预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范

围内，根据业务开展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交易按正常市场规则进行，



是必要及合理的，交易价格公允，公司与关联方是互利双赢的平等关系，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实质性影响。 

 

六、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预计 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化定

价原则、合理定价，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综上，保荐机构对于

本次预计 2023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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