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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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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追认的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 2020 年 4 月~12 月期间累计达到审议标准

的关联交易进行追认，具体如下： 

（1） 公司 4~12 月向关联方大同市卧龙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鲜奶、乳制

品 21945.00 元。 

（2） 公司 4~12 月向关联方大同市中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乳制品

44108.00 元。 

（3） 公司 4~12 月向关联方大同七峰山水泥有限公司销售乳制品 8090.00

元。 

（4） 公司 4~12 月向关联方山西鑫塔山高岭土有限公司销售乳制品

13730.00 元。 

（5） 公司 4~12 月向关联方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村民委员会销售

乳制品 1613946.00 元。2020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

家窑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乳制品购销合同，合同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6） 公司 4 ~12 月向关联方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村民委员会采购

生产生活用电 1797056.00 元。2016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大同市云冈区口

泉乡杨家窑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用电购销合同，合同期限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告编号：2021-004 

（7） 公司 4~12 月委托关联方大同市中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工程

施工，发生金额 6828196.58 元。其中新建工程类合同金额为 6289733.09

元，维修类合同金额为 538463.49 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追

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郭占文、郭占武、郭建、段志伟、孙高堂回避表

决，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直接提交 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大同市卧龙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  

注册地址：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旺 

实际控制人：郭旺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装卸搬运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此项办理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保洁服务、垃圾清运、场地租赁、固体废物治理、汽车租赁：销售建筑材料、汽

车配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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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持股 5%以上股东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大同市平城区新开南路西侧（明珠花园）  

注册地址：大同市平城区新开南路西侧（明珠花园）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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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贵保 

实际控制人：张贵保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建设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电力工程、地基基

础工程、园林绿化工程、保温防水防腐工程、建筑劳务分包（以上范围凭有效资

质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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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股东张桂娥配偶李长红持股 85.71%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大同七峰山水泥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郊城村  

注册地址：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郊城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贵泽 

实际控制人：张贵泽  

注册资本：775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水泥、熟料、混凝土、粉煤灰构件、石灰岩生产销售、石粉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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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股东郭占文配偶李海兰持股 26%、股东郭占武配偶纪秀梅持股

4%、股东郭占文弟弟郭占君配偶管培峰持股 10%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西鑫塔山高岭土有限公司 

住所：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郊城村  

注册地址：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郊城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郭玉芬 

实际控制人：郭玉芬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锻烧高岭土、高岭土分体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公告编号：2021-004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郭玉芬持股 20%、法定代表人：股东郭占文、郭占武、管培峰、

各持股 20%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村民委员会 

住所：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  

注册地址：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 

企业类型：集体 

法定代表人：郭占君 

实际控制人：无  

注册资本：0 

主营业务：无  

关联关系：系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村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6. 自然人 

姓名：郭占文 

住所：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御锦源 

关联关系：郭占文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7. 自然人 

姓名：郭建 

住所：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御锦源 

关联关系：郭建为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是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郭占文的

儿子，担任公司总经理 

8. 自然人 

姓名：郭占武 

住所：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御锦源 

关联关系：郭占武为公司董事，是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郭占文的弟弟 

9. 自然人 

姓名：段志伟 

住所：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华北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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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段志伟为公司董事，是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郭占文的外甥，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 

10. 自然人 

姓名：孙高堂 

住所：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 

关联关系：孙高堂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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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根据市场上同期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确

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成交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上述关联交易根据市场上同期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确定，定价公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 4~12 月向关联方大同市卧龙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鲜奶、乳制品

21945.00 元。 

（2）公司 4~12 月向关联方大同市中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乳制品

44108.00 元。 

（3）公司 4~12 月向关联方大同七峰山水泥有限公司销售乳制品 8090.00 元。 

（4）公司 4~12 月向关联方山西鑫塔山高岭土有限公司销售乳制品 13730.00 元。 

（5）公司 4~12 月向关联方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村民委员会销售乳制品

1613946.00 元。2020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村民委员

会签订乳制品购销合同，合同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6）公司 4 ~12 月向关联方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村民委员会采购生产

生活用电 1797056.00 元。2016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

村民委员会签订用电购销合同，合同期限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7）公司 4~12 月委托关联方大同市中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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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金额 6828196.58 元。其中新建工程类合同金额为 6289733.09 元，维修类合

同金额为 538463.49 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未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牧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牧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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