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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0144        证券简称：荷金股份        主办券商：长江证券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 2017 年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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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关联交易。 

本公司关联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商品采购、销售商品、土地租赁、

关联担保。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1、浙江金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金鸿）是公司

股东顾雪宇参股的企业，杭州农宇采购浙江金鸿商品，金额

5,213,150.99 元，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浙江金鸿向公司销

售商品 1,942,531.83 元，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假日厨房（北

京）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假日厨房）是荷金股份参股的企业，

公司向假日厨房销售商品 35,349.23元，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安徽省中安畜禽有限公司是公司股东汤献控制的企业，公司向

中安禽畜租赁土地，发生金额为 24,500.04元，此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5、连云港亨得利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得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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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是公司股东陈尚林，连云港奔牛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奔牛食品）的法人代表是公司董事王建球，奔牛食品与荷金股份共

同为亨得利担保，担保金额为 2,500,000.00 元，由于亨得利是荷

金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审计报告中披露为两笔担保，即奔牛食品对

公司，公司对亨得利的担保，均为 2,500,000.00 元。此次担保构

成关联交易； 6、连云港奔牛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牛食品）

的法人代表是公司董事王建球，奔牛食品对亨得利担保

1,100,000.00元，该担保构成关联交易（于 2018年 3月 22日解除）； 

7、安徽省瀚森荷金来肉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森荷金）是

公司的控股股东，瀚森荷金对公司担保 5,000,000.00 元，此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8、周友珍是公司的法人，对公司担保

5,000,000.00 元，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 2017年

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票数 4 票，反对票数 0票，弃权票数

0 票。董事汤献、王建球、周友珍是关联方，须回避表决。同意票数

占表决票数的 100%。该议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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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鸿农业开 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其他有限责任 顾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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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有限公司 199号浙江农资大厦 1

幢 1809室 

公司 

安徽省中安畜禽

有限公司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娄

庄镇 
有限责任公司 汤献 

假日厨房（北京）

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

路 9号(厂区)10幢

1301-09室 

其他责任有限

公司 
任鸿 

连云港亨得利畜

牧养殖有限公司 
东海县李埝乡农试站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陈尚林 

连云港奔牛食品

有限公司 
李埝乡农业试验开发区 有限责任公司 王建球 

安徽省瀚森荷金

来肉牛集团有限

公司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荷

金来工业园区 
有限责任公司 龚美维 

周友珍 - - - 

(二)关联关系 

1、公司股东顾雪宇是浙江金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和

股东，持股比例 27.20%； 2、公司股东汤献是安徽省中安畜禽有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人代表，持股比例 94%； 3、荷金股份参股

假日厨房（北京）食品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5%； 4、连云港亨

得利畜牧养殖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公司股东陈尚林； 5、连云港

奔牛食品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公司董事王建球； 6、安徽省瀚森

荷金来肉牛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7、周友珍是公司的

法人。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假日厨房与公司签署框架协议，公司 2017年向假日厨房销售

商品 35,349.23元，协议自签署日起生效； 2、公司与中安禽畜 2013

年 11 月 20 日签署协议，70亩土地每年每亩租赁租金 350 元，租赁

期限至 2039 年 10月 31 日，本协议签署 10日内生效； 3、杭州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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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浙江金鸿签署协议，向浙江金鸿采购商品 5,213,150.99 元，期限

一年，支付方式为货到付款，签署日起生效； 4、浙江金鸿与公司签

署协议，公司销售商品 1,942,531.83 元，期限为 5 个月，协议自签

署日起生效； 5、荷金股份、奔牛食品与亨得利于 2016 年 7 月签署

协议，担保金额为 3,000,000.00 元（2017年实际发生额为

2,500,000.00 元），自 2016 年 7 月 22 日至 2019 年 7月 11 日止。

由于亨得利是荷金股份的全资子公司，故从合并报表的角度，该担保

事项在审计报告中披露为奔牛食品对荷金股份进行担保； 6、奔牛食

品于 2017年 7 月向江苏东海张农商村镇银行有限公司申请壹年期人

民币壹佰壹拾万元整的贷款，亨得利为其提供连带担保责任。该担保

事项已于 2018 年 3月 22 日解除； 7、瀚森荷金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璧支行（以下简称灵璧工行）签署协

议，为荷金股份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5,000,000.00 元，签署日起

生效； 8、周友珍于 2017年 8 月 29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灵璧支行（以下简称灵璧工行）签署协议，为荷金股份提供担保，担

保金额为 5,000,000.00 元，签署日起生效。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管理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遵循按照市

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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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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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奔牛食品是亨得利的饲料供应商，亨得利的经营情况良好，

资产负债结构合理，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且与奔牛食品保持长期

友好合作关系，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该担保是符合子公司及荷金

来长期利益的。 该担保事项截止在 2018 年 3月 22 日已经解除，

不存在对子公司及荷金股份的经营业务产生不利影响的事项。  

2、金鸿农业属于国有性质的企业，在进口国外牛肉四分体的渠

道方面具有强大优势且具备进口资质。在公司目前不具备进口资质

的情况下，公司将浙江金鸿作为主要供应商之一，从供应渠道的稳

定性、控制采购成本方面考虑具有必要性。公司作为华东地区最大

的牛肉屠宰、加工、生产基地，在分割设备、分割工艺上具有不可

比拟的优势，在浙江金鸿的客户有成品肉需求前提下，公司会将经

过加工的成品肉按照市场价格销售给浙江金鸿，在浙江金鸿未完善

自己加工环节的前提下，这种关联销售具有必要性。此关联交易不

存在对子公司及荷金股份的经营业务产生不利影响的事项。 

 3、假日厨房作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有较强的线上销售团队。

公司一直希望拓展线上销售的渠道，因而为假日厨房提供高品质的

牛肉产品，具有必要性。不存在对子公司及荷金股份的经营业务产

生不利影响的事项。  

4、公司向中安畜禽购买的长集牛场及相关资产坐落的土地系集

体所有性质的土地。公司与中安畜禽在收购长集牛场时就已签订土

地转租协议，公司每年都需要支付对应的土地租赁费用。如公司直

接向当地村民租赁，会提高租赁成本。不存在对子公司及荷金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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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业务产生不利影响的事项。 

 5、亨得利、奔牛食品、周友珍分别是荷金来的全资子公司、

参股子公司与法人代表，与公司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周友珍信用良

好，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该担保符合公司长期利益。上述关联交

易不存在对子公司及荷金股份的经营业务产生不利影响的事项。 

上述关联交易，由于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刚挂牌，不熟悉关

联交易披露等细则，未能在 2017年初进行审议程序并披露，公司

已经于 2018 年 4月 18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追认 2017年

关联交易的议案》，日后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工作，完善公司

治理结构。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采购、销售及日常租赁等业务，支持

本公司和上述子公司平稳发展，未对公司经营和股东利息等造成不

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议》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