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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8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21-009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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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的相关规定，现对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预计。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方 

2020年 

预计金额 

2020年 

实际金额 

额度 

结余 

购买商品 

 

化肥、农药

等农用物

资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农业生产资

料有限公司 
47,000 35,208 11,792 

黑龙江北大荒农化科技有限公司等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4,300 9,801 -5,501 

合 计 51,300 45,009 6,291 

销售商品 农产品 
黑龙江省二九〇农场等北大荒农垦

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30 39 -9 

接受劳务 

通信服务 
黑龙江农垦通信有限公司等北大荒

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710 565 145 

保险服务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5,260 5,832 -572 

航化服务 北大荒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870 745 125 

工程施工、

供水供暖

等劳务 

黑龙江农垦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 107 93 

黑龙江省七星农场等北大荒农垦集

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2,000 1,945 55 

小 计 2,200 2,052 148 

合 计 9,040 9,194 -154 

提供劳务 
保险协办

服务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330 574 -244 

总  计 60,700 54,816 5,884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比年初预计金额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从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统一采购的冬储肥料部分未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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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实际采购量比年初预计采购量减少；二是实际采购单价低于年初预计采购单

价，形成实际采购金额比年初预计采购金额减少。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方 

2021年 

预计金额 

2020年 

实际金额 

购买商品 

化肥、农

药等农用

物资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农业生产

资料有限公司 
 35,208 

黑龙江北大荒农资有限公司 59,580 3,358 

黑龙江北大荒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等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企业 

7,220 6,443 

合 计 66,800 45,009 

销售商品 农产品 
黑龙江省二九〇农场等北大荒农

垦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550 39 

接受劳务 

通信服务 
黑龙江农垦通信有限公司等北大

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700 565 

保险服务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5,750  5,832 

航化服务 北大荒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4,600  745 

工程施

工、供水

供暖等劳

务 

黑龙江农垦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200  
107 

黑龙江省七星农场等北大荒农垦

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2,300  
1,945 

小 计  2,500  2,052 

合 计 13,550 9,194 

提供劳务 
保险协办

服务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600 574 

总  计 81,500 54,816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多年来统一从

黑龙江北大荒农资有限公司、黑龙江北大荒农化科技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的肥

料，质量优、性价比高，农户采购统供肥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黑龙江北大荒农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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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主要股东：黑龙江农垦北大荒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 64号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化肥、农药（限制使用农药除外）、饲料、粮食、农

业机械设备、农副产品；农产品加工（加工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普通货物道路

运输，普通货物装卸搬运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

内广告业务，贸易咨询服务。（以上项目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毒品） 

2．黑龙江北大荒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兆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主要股东：北大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高新技术开发区 10栋 1-5轴 

经营范围：农业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批发：化肥、农药（不含

易燃易爆品、危险品、剧毒品）、有机肥、微生物肥、复混肥、农用薄膜、植物调

节剂、农用工具；贸易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农业机械维修。 

3．黑龙江农垦通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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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利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13万元 

主要股东：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红旗大街 210号 

经营范围：互联网接入服务（ISP）服务范围在业务经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经

营。（ICP）业务，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在垦区内经营固定电信业务和电信增值、

代理业务；通信网络管理和维护；从事计算机软件、硬件的技术开发和服务；通

信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经营电子产品通信设备和器材；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带宽、

波长、光纤、光缆、管道及其他网络元素出租、出售业务；自有房地产经营。代

办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手机入网；销售 SIM 卡、USIM 卡、PIM 卡、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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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卡业务。 

4．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类型：内资企业法人 

法定代表人：王喜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主要股东：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黄河路 95 号黄河绿园小区 A区 4 号办公楼 4、

5、6、7层 

经营范围：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其他涉及农村、农民的财产保险业

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5．北大荒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庆才 

注册资本：人民币 70,528.19万元 

主要股东：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北大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一路 1721号 

经营范围：F06-通用航空经营航空喷洒（撒）、航空护林、人工降水、航空摄

影、空中拍照、商用驾驶员执照培训、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空中游览、空中广

告、科学实验、空中巡查、航空器代管、城市消防、通用航空包机飞行、医疗救

护、气象探测、跳伞飞行服务、使用具有特殊适航证的航空器开展航空表演飞行、

个人娱乐飞行（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年 07月 05日）。 

6．黑龙江农垦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冬铁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主要股东：北大荒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杨冬铁等 13名自然人。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千山路 19号 

经营范围：按照建筑企业资质规定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社会经济咨询



5 

 

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7．黑龙江省七星农场 

类型： 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苗立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2,323万元 

主要股东：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市建三江七星农场 

经营范围：农业、林业（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生产除外）；畜牧业、渔业（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除外）；农、林、牧、渔服务业；化肥、粮食、农副食品销售；

谷物磨制；房屋建筑、土木工程建筑；货物运输（危险品除外）；保险代理服务（非

专业代理）；粮食收购；粮食仓储、烘干、装卸；房屋租赁、场地租赁、设备租赁；

农业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游览景区管理；

房地产开发（国家禁止投资的除外）；电子商务（金融业除外）；食用植物油加工；

装卸搬运；旅行社及相关服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黑龙江北大荒农资有限公司、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企业为公司控股

股东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第八条第（二）项的相关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和

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交易主要包括采购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接受保

险和航化服务等与农业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交易。交易定价政策严格执行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遵循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会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属于农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交易，是公司

合理配置和利用优质资源，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的措施手段。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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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遵循公允性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营业务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预计的全年日

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情况。 

本次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