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3609          证券简称：禾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2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以下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持续经营所必要的，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金卫东、邱嘉辉、邵彩梅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 2021

年度执行和 2022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内容。该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对象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预

计金额 

2021 年实际

发生金额 

2022年预计

金额 

关联销售 鞍山丰盛食品有限公司 毛鸡 14,000 10,543.94  14,000  

关联销售 鞍山市九股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毛鸡 9,000 6,319.02   9,000  

关联销售 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 饲料原料 1,000 383.32  1,000  

关联销售 大连成三畜牧业有限公司 饲料原料 1,500 1,420.11  1,700  

关联销售 丹东禾丰成三牧业有限公司 饲料原料 1,000 898.82  1,000  

关联销售 葫芦岛九股河食品有限公司 饲料产品 1,500 1,222.94  1,500  

关联销售 凌海市九股河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饲料原料 10,000 8,516.32  10,000  

关联销售 尼泊尔禾丰饲料有限公司 饲料产品 600 -    600  

关联销售 青岛神丰牧业有限公司 饲料原料 4,000 3,379.11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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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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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销售 施海普（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其他产品 240 223.59  270  

关联销售 台安县九股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饲料原料 10,000 8,777.05  10,000  

关联销售 大连四达食品有限公司 毛鸡 26,000 26,439.45  30,000  

关联销售 山东凤康食品有限公司 毛鸡 18,500 16,806.34  20,000  

关联销售 敦化丰达种鸡繁育有限公司 饲料产品 500 369.66  500  

关联销售 哈尔滨维尔好贸易有限公司 饲料原料 3,000 1,826.96  4,000  

关联销售 达州禾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料产品 13,000 12,853.23  15,000  

关联销售 小计 /  113,840 99,979.86  122,570  

关联采购 鞍山市九股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禽产品 2,000 1,126.56  2,000  

关联采购 大连成三畜牧业有限公司 毛鸡 15,000 12,609.63  15,000  

关联采购 丹东禾丰成三牧业有限公司 毛鸡 100 -    100  

关联采购 公主岭禾丰玉米收储有限公司 饲料原料 1,000 216.08  1,000  

关联采购 葫芦岛九股河食品有限公司 禽产品 500 30.50  500  

关联采购 锦州九丰食品有限公司 禽产品 1,000 913.37  1,200  

关联采购 凌海市九股河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7,000 14,276.45  17,000  

关联采购 青岛神丰牧业有限公司 饲料产品 2,000 1,441.28  2,000  

关联采购 沈阳众文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兽药疫苗 10 -    10  

关联采购 施海普（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其他 300 101.00  300  

关联采购 台安县九股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饲料产品 27,000 25,843.84  30,000  

关联采购 吉林省恒丰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兽药疫苗 300 87.44  300  

关联采购 敦化丰达种鸡繁育有限公司 鸡雏 100 25.35  100  

关联采购 哈尔滨维尔好贸易有限公司 饲料原料 300 76.63  300  

关联采购 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 禽产品 1,200 1,185.76  1,500  

关联采购 小计 / 67,810 57,933.88  71,310  

合计 / 181,650 157,913.74  193,88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方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青岛神丰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神丰”）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郭拥华 

注册资本：121 万美元 

注册地址：青岛胶州市营海镇营里路 

经营范围：生产浓缩饲料、配合饲料；销售浓缩饲料、配合饲料、复合预混

料、饲料原料及饲料添加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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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安县九股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安九股河”）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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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杨东利 

注册资本：106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台安县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饲料生产，粮食收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家

禽饲养，活禽销售，兽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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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

料原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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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凌海市九股河饲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凌海九股河”）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凯 

注册资本：175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新庄子镇礼中村 

经营范围：饲料生产，粮食收购，兽药经营，家禽饲养，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活禽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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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

饲料添加剂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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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鞍山市九股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鞍山九股河”）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杜刚 

注册资本：432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台安县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家禽屠宰，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饲料生产，家禽饲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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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饲料原料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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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票宏发”）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96718460-c1172857853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11579012-c1172856663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93719464-c117284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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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明君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辽宁北票经济开发区有机食品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畜禽养殖、收购、加工、销售；饲料加工、销售；饲料原辅料、

饲料添加剂销售；粮食购销、加工、存储；鸡油、水解羽毛粉加工、销售；速冻

食品加工、销售；熟食制品加工、销售；畜禽设备、养殖用具销售；煤炭销售；

有机肥料、生物有机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复混肥料、土壤调理剂、微生物

菌剂产品的生产、销售；非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兽用化学药品、中药制剂、

生化药品、外用杀虫药、消毒药零售；仓储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机器设备

及不动产租赁；本企业自产产品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及相关技术进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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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葫芦岛九股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葫芦岛九股河”）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焦金波 

注册资本：737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兴城市望海乡曲河村 

经营范围：鸡收购、屠宰加工及销售。（在《畜禽定点屠宰证》、《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有效期内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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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丹东禾丰成三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东成三”）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于加洋 

注册资本：8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宽甸满族自治县石湖沟乡下长阴子村二组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爱拔益加、罗斯；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生产；商品鸡

养殖、家禽孵化、销售，饲料及饲料原料的销售，肉鸡放养回收、禽产品、农产

品收购；粮食收购；饲料及饲料原料的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业务；

饲料研发对外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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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26957921-c446989766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58988894-c1172828730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324121268-c97925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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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主岭禾丰玉米收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主岭禾丰”）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华 

注册资本：12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公主岭市公伊路 98号 

经营范围：粮食收储、购销、粉碎、烘干；饲料原料批发、零售；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一般货物装卸搬运服务；企业自有房屋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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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施海普（北京）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海普”）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刘志勇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金关北二街 3号院 2号楼 7层 706 

经营范围：销售兽药；批发卫生用品、农业机械；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以上两项不含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审批的项目）、代理进出口；（上述不涉及国

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10、锦州九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九丰”）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宏财 

注册资本：884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七里河镇石桥子村 

经营范围：肉鸡屠宰分割加工；速冻食品加工；肉鸡产品调味加工；肉鸡羽

毛、血粉加工；肉鸡放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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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鞍山丰盛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丰盛”）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郭凡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鞍羊路南侧农产品深加工园区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00633480-c691531708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11351638-c28953437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69011567-c318267080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23583873-c304682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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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肉鸡屠宰、加工、销售，速冻食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

加工、销售，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羽毛粉、血粉粉碎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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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大连成三畜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成三”）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子光 

注册资本：1008.6081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普湾新区炮台镇长岭村 

经营范围：种鸡饲养、孵化、销售；饲料生产、销售；肉鸡放养回收；禽产

品、农副产品收购；粮食收购；兽用抗生素、化药、中草药、饲料药物添加剂、

非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的经营；厂房出租；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国内一般

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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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尼泊尔禾丰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尼泊尔禾丰”）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Suresh Vaidya 

注册资本：2亿 8000万尼泊尔卢比 

注册地址：Bharatpur-5，Kalyanpur，Chitwan，Nepal 

经营范围：饲料生产、销售。 

14、沈阳众文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众文捷”）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苗宝奇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沈新路 62-32号(5门)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兽药、非强制免疫生物制

品销售；畜牧机械销售及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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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大连四达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四达”）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魏立夫 

注册资本：1568.627 万人民币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23939340-c416498989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90144931-c1133075103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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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四平街道贾店村 

经营范围：肉鸡加工、屠宰、销售；肉鸡收购；羽毛粉加工；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国内一般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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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山东凤康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凤康”）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志权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姜疃镇濯村鲁花大街 663号 

经营范围：种鸡养殖、销售；鸡苗孵化、销售；肉鸡屠宰、冷藏、加工、销

售；调理食品、熟制食品加工、销售；货物进出口；自有房屋、场地、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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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敦化丰达种鸡繁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化丰达”）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邢志宽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延边州敦化市大石头镇长胜村 

经营范围：肉种鸡养殖、肉种鸡蛋销售、肉种鸡雏孵化销售；饲料生产销售、

粮食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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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吉林省恒丰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恒丰”）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田之国 

注册资本：8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青年路 1229号兴业商务园 615室 

经营范围：动物保健品、非国家强制免疫用生物制品（在该许可的有效期内

从事经营）、兽药、机械设备、饲料、饲料添加剂、化学药制剂（危险品除外）、

抗生素、宠物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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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达州禾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州禾丰”）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05714296-c3402222586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3029145204-c3052170674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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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金宏宇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魏兴农产品集中加工园源美冷链综合楼三楼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推广服务；生产、销售：饲料；销售：兽药、生物制品；

收购、销售：农产品（粮食）；销售：牲畜、家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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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哈尔滨维尔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好”）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春良 

注册资本：4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哈尔滨开发区南岗集中区泰山路 117号 318室 

经营范围：饲料及饲料添加剂、饲料原料的销售（不含国家限制产品）。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以上 20家公司全部为本公司的参股企业。其中：公司董事长金卫东先生担任

公主岭禾丰的董事，公司监事长王仲涛先生分别担任公主岭禾丰、吉林恒丰、维

尔好的董事，公司前任董事兼总裁丁云峰先生分别担任青岛神丰、施海普的董事，

公司董事兼首席技术官邵彩梅女士担任青岛神丰的董事，公司董事兼总裁邱嘉辉

先生分别担任台安九股河、凌海九股河、鞍山九股河、北票宏发、葫芦岛九股河、

丹东成三、锦州九丰、鞍山丰盛、大连成三、沈阳众文捷、大连四达、山东凤康

的董事，公司前任副总裁王振勇先生担任尼泊尔禾丰的董事，公司副总裁邸国先

生担任敦化丰达的董事，公司董事长金卫东先生的妹妹金宏宇女士担任达州禾丰

的董事，公司监事任秉鑫先生分别担任凌海九股河、鞍山九股河、葫芦岛九股河、

大连成三的董事，公司监事李俊先生分别担任吉林恒丰、维尔好的董事。上述关

联法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故上述 20 家企业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可以保证交易

的正常进行。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或采购饲料原料、禽产品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30149846-c3431350812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85650225-c1268726117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https://www.qcc.com/pl_pd71e89223486c209fcd8ae5ef1c24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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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

均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以市场价格作为交易的定价基础，遵循

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有利于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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