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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9934 证券简称：颐丰食品 主办券商：广发证券

广东颐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1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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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对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确认。

广东颐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与关

联方发生如下日常性关联交易：

1、销售商品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发生额

（不含税）

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销售大米 1,621.62

销售腊味 3,560.81

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大米 10,141.59

销售花生油 8,706.22

销售腊味 15,689.19

中山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大米 584.07

销售腊味 90,642.47

销售鲜肉 71,901.28

中山市格兰特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腊味 11,628.32

销售鲜肉 200,378.31

中山市粮食储备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销售大米 5,097.34

销售花生油 4,247.79

销售腊味 8,722.89

销售鲜肉 1,795.00

中山市裕中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大米 24,2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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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腊味 15,049.63

销售鲜肉 119,267.73

中山市纸箱总厂有限公司 销售鲜肉 434,396.5

中山市中垣物业拓展有限公司

销售大米 16,546.15

销售腊味 6,343.8

销售鲜肉 42,886.92

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销售大米 2,324.32

销售腊味 2,245.13

中山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大米 4,159.29

销售花生油 4,991.15

销售腊味 5,694.59

中山粤冠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销售腊味 2,340.27

广东省中山食品水产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

销售大米 540.54

销售腊味 4,864.86

中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腊味 19,660.18

总计 - 1,140,261.02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公司控股股东中

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国有资产监管单位。

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96%；

中山粤冠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4%。

中山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中山市格兰特实业有限公司、中山

市粮食储备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市裕中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市

纸箱总厂有限公司、中山市中垣物业拓展有限公司、中山兴中能源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同一

控制下的企业。

中山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现由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兴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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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托管。

广东省中山食品水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

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参股企业，参股比例为 30%。

中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

司通过受其同一控制的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间接参股

30%的企业。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100 万元以下

日常性关联交易由总经理审批，上述关联交易已经过总经理审批。

公司于 2018 年 3月 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应出席

董事 5 人，实际出席董事 5人，表决情况：同意 1 票，反对 0票，弃

权 0票。因董事黄智勇、汪洋、崔茹平、王强与本事项关联方存在关

联关系，故回避表决。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出

席会议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故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中山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广东省中山市中山四路

45 号八楼
- 叶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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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兴中集团有限

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悦来南路

5号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梁悦恒

中山市保安服务有

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金龙横街28

号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郑志强

中山市格兰特实业

有限公司

中山市港口镇沙港中路

20 号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王坚

中山市粮食储备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45

号 7 楼 13 卡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黄智勇

中山市裕中投资有

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45

号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黄智勇

中山市纸箱总厂有

限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岐关西路

62 号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田缙

中山市中垣物业拓

展有限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凤鸣路 3

号 1至 3 层、5层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崔茹平

中山兴中能源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凤鸣路 1

号负一层办公区
股份有限公司 田缙

中山市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中山市中山四路 45 号

裕中大厦六楼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崔茹平

中山粤冠交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起湾道竹苑

广场三楼 19-25 轴 A

区

其他股份有限

公司（非上市）
王强

广东省中山食品水

产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

中山市东区华苑大街

113 号
有限责任公司 何荣红

中山港华燃气有限

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第一城悦

富街 3号

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邱庆才

(二)关联关系

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公司控股股东中

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国有资产监管单位。

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96.00%；中山粤冠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

公司股份 4.00%。

中山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中山市格兰特实业有限公司、中山

市粮食储备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市裕中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市

纸箱总厂有限公司、中山市中垣物业拓展有限公司、中山兴中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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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同一

控制下的企业。

中山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现由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兴中集

团有限公司托管。

广东省中山食品水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

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参股企业，参股比例为 30.00%。

中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受其同一控制的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间接参股

30.00%的企业。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向

关联方销售生鲜猪肉、腊味、食用油、大米等产品。2017 年公司与

关联方的交易金额为 1,140,261.02 元。以上交易金额不含税。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以市场行情为定价基础，采取市场定价，定价公允、合理。不

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它股东

的情形。

五、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销售行为，属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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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影

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颐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

议》

2、《广东颐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

议》

广东颐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3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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