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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2018-019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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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涵盖了公司2018年度预计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一、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按产品或劳

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 联 方 预测金额 

占同类

交易的

比例 

（%） 

2017年关

联交易金

额 

销

售

商

品

/

提

供

劳

务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甘肃条山农庄有限责任公司 21.00 0.57 7.83 

出售商品 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50 0.45 15.06 

出售商品 甘肃条山农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00 0.54 1.80 

出售商品 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 651.42 17.63 579.83 

出售商品 甘肃普华甜菊糖开发有限公司 656.00 17.76 39.62 

出售商品 甘肃农垦黑土洼农场 20.00 0.54  

出售商品 甘肃农垦永昌农场有限公司 190.00 5.14 243.00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 600.00 16.24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甘肃农垦永昌农场有限公司 900.00 24.36 98.55 

出售商品 甘肃省农垦建筑工程公司 300.00 8.12 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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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商品 甘肃省国营敦煌农场 135.00 3.65  

出售商品 甘肃农垦金麦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0 1.35  

物业费、水

电费 
甘肃农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4.00 3.63  

 小 计 3,693.92 100 1,693.84 

采

购

货

物

/

接

受

劳

务 

采购货物 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8.00 10.25  36.28 

采购货物 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 513.00 13.55  22.35 

采购货物 甘肃省国营小宛酒厂 12.00 0.32  3.10 

采购货物 甘肃绿色空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1.04 0.29  8.28 

采购货物 甘肃农垦黑土洼农场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3.96  

采购货物 甘肃农垦永昌农场有限公司 810.00 21.39  

工程款 甘肃农垦建筑工程公司 700.00 18.49 385.00 

工程款 甘肃省建筑网架工程公司 1,000.00 26.41  

业务费 甘肃条山农庄有限责任公司 41.10 1.09 27.24 

业务费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 0.79  

暖气费水费 甘肃省国有下河清农场 16.17 0.43 16.17 

业务费 甘肃省国营鱼儿红牧场 115.00 3.04 109.00 

小 计 3,786.31 100 607.42 

本

公

司

作

为

承

租

方 

土地租金 甘肃农垦永昌农场有限公司 100.00 11.17 120.00 

土地租金 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 160.00 17.88  

土地租金 甘肃省国营宝瓶河牧场 25.00 2.79 25.00 

土地租金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10.00 68.16  

小 计 895.00 100 145 

本

公

司

作

为

出

租

方 

房屋租金 甘肃省农垦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73.20 18.01  

房屋租金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7.30 55.92  

房屋租金 甘肃普安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7.00 14.02  

房屋租金 甘肃黄羊河集团食品有限公司 49.00 12.05  

小 计 406.5 100  

合 计 8,781.73  24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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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注册资本：60,000万

元，法定代表人：谢天德，公司主营业务：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经济信息

咨询。特种药材种植、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植、农副产品、酒类、乳制品、

水泥、硫化物的制造及销售（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

联关系为控股股东。 

2、甘肃条山农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一条山镇泰玉路68号；注册资本：

1265万元；法定代表人：罗红杰；公司主营业务为：建材、服装、农药、地

膜的销售；食用植物油（半精炼）、其他粮食加工品（谷物加工品、谷物碾

磨加工品）；普通货物运输、配送、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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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

制。 

3、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四坝滩，注册资本：580万元，法

定代表人：周全育；公司主营业务为：购销批发本场农副产品，畜产品，农

机配电，本场用生产资料；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销售，劳务服务，土

地租赁、转让，不动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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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4、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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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景泰县一条山镇，注册资本：1126.22 万元，法

定代表人：董克勇。公司主营业务为：各类农作物、花卉、牧草良种种子，

果树苗木的生产加工，技术咨询信息服务、培训，生产技术指导，农药。该

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5、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一条山镇泰玉路68号，注册资本

671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庆春。公司主营业务：农副产品，日杂百货，针

纺织品，五金交电（不含进口摄、录像机），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家电维

修，农业技术服务，服装加工，养殖种植。蜜饯，果脯，糕点，蜂蜜的加工；

一般旅馆；正餐服务（仅分支机构经营）、（凭许可证经营）。该公司与本

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6、甘肃省国营下河清农场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下河清航空路2号，注册资本：75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述金，营业范围：农产品开发、农副产品（除原粮）

种植、加工、销售。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7、甘肃普安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黄羊工业（食品）示范园农大北路

1号，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武翔宁，营业范围：药品的生产

销售（按照《中华人名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及有效期限经营）；

医药中间体制造、经营业务；药品的研究、开发、技术服务；修配材料、实

验材料、试剂、辅料、办公材料的加工销售；蒸汽、循环水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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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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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8、甘肃省国营小宛酒厂 

公司注册地址：瓜州县小宛农场，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

庆肖，公司主营业务：白酒、其他酒、饮料。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

受同一公司控制。 

9、甘肃条山农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一条山镇富士村，注册资本：2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赵小玲，公司主营业务：文化旅游度假、咨询服务（国

家限制经营项目除外）；中型餐馆、（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

产品）（凭许可证有效期经营）。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

控制。 

10、甘肃省国营敦煌农场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黄墩子，注册资本：600万元，法

定代表人：王克忠，营业范围：农作物种植、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

（未取得专项许可项目的除外）。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

控制。 

11、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天生炕，注册资本：1425万元，法

定代表人：张连忠。公司主营业务为：农、林、牧业的主副业产品的种植（不

含种子），化肥销售；大麦、小麦、向日葵、南瓜、黑瓜籽、洋葱、枣、梨、

马铃薯农作物的去籽、净化、分类、去皮、包装、销售。该公司与本公司的

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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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甘肃省国营宝瓶河牧场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宝瓶河牧场；注册资本：

500万元整；法定代表人：杨文明；公司主营业务：牲畜饲养放牧，其他畜

牧业，粮食作物种植，糖料，油料，药材，瓜果种植。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

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3、甘肃省农垦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17楼；注册资本：1000

万元整；法定代表人：张进国；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4、甘肃农垦金麦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山马路7号；注册资本：54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骆世明；公司主营业务：农作物常规种子的种植收购生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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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

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5、甘肃省国营鱼儿红牧场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自治县鱼儿红乡；注册资本：191

万元；法定代表人：连永清；公司主营业务：农作物种植、动物饲养、矿产

品开采、销售与货物运输。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6、甘肃省建筑网架工程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永昌县河西堡镇河雅路；注册资本：600万元整；法定

代表人：王瑞增；公司主营业务：建筑业（凭资质证书）、网围栏制作与安

装。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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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甘肃省农垦建筑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新市区铁人路；注册资本：1000万

元；法定代表人：张家林；公司主营业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8、甘肃黄羊河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黄羊镇新河街1号；注册资本：2000

万元整；法定代表人：王宗全；公司主营业务：食品（速冻食品、其他粮食

加工品、罐头、豆制品、蔬菜制品）的加工与销售及出口经营；农副产品收

购。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9、甘肃普华甜菊糖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黄羊工业园区农大北路1号；注册

资本：3095万元整；法定代表人：陈宏伟；公司主营业务：甜叶菊品种培育

及其种植技术研究；甜菊糖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甜叶菊种植及甜菊糖生

产技术服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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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20、甘肃农垦黑土洼农场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金昌市金川区天润嘉园4栋206号；注册资本：866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宗艳；公司主营业务：农作物（大麦、小麦、马铃薯、蔬菜、

牧草）种植和销售；马铃薯、蔬菜种子的繁育；经济林种植和销售；农副产

品（不含原粮）购销；农业生产资料的购销。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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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同一公司控制。 

21、甘肃农垦永昌农场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河西堡镇河雅路1089号；注册资本：

500万元；法定代表人：黄斌；公司主营业务：农作物种植、加工、销售；

建材、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批发、零售；水果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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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二)履约能力的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不会对公司形成坏帐损失。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

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

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本公司同关联方之间代购代销及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

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

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费用原则由双方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费用”

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其中： 

（1）土地使用权租赁价格由双方协商定价，每年最后一个月支付结清。 

（2）加工承揽服务价格由双方协商定价，定做人在交付产品30日内支

付价款。 

（3）综合服务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及物价部门指定价格协商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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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关联方向本公司提供的生产、生活服务，本公司在完成后按要求支

付相关费用；对于本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的生产、生活服务，其中水电费收取

以当地供电局、自来水公司确定的收费时间为准，其余在按协议规定的时间

内收取。 

（4）代购、代销劳务所收取的手续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每年都会发生一定金额

的经营性交易，这些交易属于正常的经济往来。因此上述关联交易将持续发

生，公司日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且关联交易所占

采购和销售金额较小，对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

未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对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影响不大，公司的主

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1、公司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召开前对公司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进行了认真审核，同意公司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2、董事会就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

了回避。 

3、监事会经过审议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对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等符合各项程序规

定，交易体现了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行为。 

4、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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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