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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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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是预计 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19年度发生以下日常性关联交易：

项目 关联方名称 预计金额

公司作为采购方：

采购商品、接受服务
弥勒市金田胜凯矿业有限公司 不超过 200 万元

云南雅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 300 万元

云南雅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不超过 150 万元

房屋租赁 杨家凤 不超过 30 万元

公司作为销售方：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

云南雅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不超过 1.6 亿元

云南吉成健康产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不超过 1.55 亿元

云南新农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不超过 6300 万元

弥勒市奇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不超过 200 万元

弥勒鸿丰投资有限公司 不超过 3000 万元

机械租赁 云南雅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不超过 100 万元

房屋租赁 云南吉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不超过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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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8年 12月 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

于预计 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陈吉虎、陈昱畅、傅迎春、汪晓

平、李惠与此议案存在关联关系，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

不足 3人，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要求，该议案需要直接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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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雅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弥阳镇中山路南段西侧（山水人

间）8-1

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弥阳镇中山路南段西侧（山

水人间）8-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陈吉兵

实际控制人：陈吉虎、陈泊名、陈吉彪、陈昱畅、陈吉兵

注册资本：100,000,000人民币

主营业务：景区管理；旅游咨询服务；旅游项目策划服务；旅游产品（象牙

制品除外）的研发、制作及销售；酒店、餐饮管理；住宿、餐饮、会议服务；体

育赛事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吉成健康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弥勒大道北端（大树村委会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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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村）

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弥勒大道北端（大树村委会

必正黑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汪晓平

实际控制人：陈吉虎、陈泊名、陈吉彪、陈昱畅、陈吉兵

注册资本：10,000,000人民币

主营业务：健康产业、养老产业项目的投资、管理及咨询；文化、旅游项目

投资、管理及服务；旅游景区配套设施建设及运营；农业观光项目的投资开发、

管理及运营；项目投资及管理；中草药种植、销售；中药材种子、种苗的培育、

销售。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新农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弥阳镇大路溪村弥师路旁

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弥阳镇大路溪村弥师路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施步涛

实际控制人：陈吉虎、陈泊名、陈吉彪、陈昱畅、陈吉兵

注册资本：80,000,000人民币

主营业务：货运代理；货物配载；仓储服务；普通货物运输及信息咨询服务；

水果、蔬菜的种植、收购、加工、包装、销售；家畜、家禽的养殖、收购、加工、

销售；农业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农副产品（烟叶除外）、建筑材料（粘土实心砖、

瓦除外）、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五金机电、仪器仪表、通讯器材、汽车及配件、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机电设备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制的货物、技术除外）；自有房屋租赁；以企业自有资金

从事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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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云南吉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弥阳镇大树村委会必正黑村

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弥阳镇大树村委会必正黑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陈吉虎

实际控制人：陈吉虎、陈泊名、陈吉彪、陈昱畅、陈吉兵

注册资本：600,000,000人民币

主营业务：自有房屋租赁服务；物业管理；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

管理；市场营销策划；酒店管理；会展策划；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旅游项目策

划；拍卖委托人委托的依照法律法规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财产权利（不含文物）；

旅游信息咨询；老年人养护服务；职业培训；计算机软件开发、应用、转让；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雅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弥阳镇丫吉小组

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弥阳镇丫吉小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陈思廷

实际控制人：陈吉虎、陈泊名、陈吉彪、陈昱畅、陈吉兵

注册资本：1,000,000人民币

主营业务：酒店、餐饮管理；住宿、餐饮、会议、足疗、洗浴、停车服务；

棋牌娱乐；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卷烟、雪茄烟的零售；日用百货销售；组织

文化交流活动。

6.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弥勒市金田胜凯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弥阳镇当甸村委会小当甸村

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弥阳镇当甸村委会小当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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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陈吉彪

实际控制人：陈吉虎、陈泊名、陈吉彪、陈昱畅、陈吉兵

注册资本：680,000人民币

主营业务：建筑用砂开采、销售。

7.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弥勒市奇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弥阳镇太平湖森林公园内

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弥阳镇太平湖森林公园内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张艳梅

实际控制人：陈吉虎、陈泊名、陈吉彪、陈昱畅、陈吉兵

注册资本：5,000,000人民币

主营业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演出、赛事、活动策划；舞

台艺术造型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务服务；承接展览

展示；图文设计、制作。

8.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弥勒鸿丰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弥阳镇滇东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

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弥阳镇滇东南农副产品交易

中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陈昱畅

实际控制人：陈吉虎、陈泊名、陈吉彪、陈昱畅、陈吉兵

注册资本：50,000,000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以企业自有资金从事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不得

从事融资、集资及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农副产品的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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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自有房屋租赁；农业技术服务；物业管理。

9. 自然人

姓名：杨家凤

住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弥阳镇雨舍村委会小芹田老寨村

*号

（二）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为云南吉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吉虎、陈泊名、陈吉彪、陈

昱畅、陈吉兵合计持有云南吉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份，五人为一致行动

人。

关联方云南雅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云南吉成健康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新农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弥勒市金田胜凯矿业有限公司分别为云南吉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云南雅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弥勒市奇胜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云南雅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弥勒鸿丰投资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为云南新农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杨家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陈吉虎的

配偶。

公司董事陈吉虎、陈昱畅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吉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实

际控制人，董事傅迎春、董事李惠的父亲李学刚、董事汪晓平分别担任公司控股

股东云南吉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董事、副总裁职务。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定价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具体交易价格将于相关

合同签署时具体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显

失公平的情形，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19年度发生以下日常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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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关联方名称 预计金额

公司作为采购方：

采购商品、接受服务
弥勒市金田胜凯矿业有限公司 不超过 200 万元

云南雅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 300 万元

云南雅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不超过 150 万元

房屋租赁 杨家凤 不超过 30 万元

公司作为销售方：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

云南雅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不超过 1.6 亿元

云南吉成健康产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不超过 1.55 亿元

云南新农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不超过 6300 万元

弥勒市奇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不超过 200 万元

弥勒鸿丰投资有限公司 不超过 3000 万元

机械租赁 云南雅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不超过 100 万元

房屋租赁 云南吉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不超过 20 万元

交易内容最终以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的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存在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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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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