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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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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1 年发

生金额 

（2020）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采购商品 1,460,000.00 1,030,324.54 

2021 年因业务发展实

际需要，预计从关联方

采购商品将增加。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出售商品 660,000.00 481,226.73 -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租赁关联方的房产，

支付租赁费；从关联

方拆借资金。 

19,977,704.30 42,317,259.30 

2020 年向关联方河南

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拆出资金 34,339,555.00

元；2021 年预计因业务

发展需要将从关联方拆

入资金 12,000,000 元。 

合计 - 22,097,704.30 43,828,810.57 - 

 

 

（二）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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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基本信息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公司名称 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周口市太昊路东段 18 号 

注册地址 周口市太昊路东段 18 号 

法定代表人 李超峰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7,200 万元 

主营业务 高端烟酒的批发与零售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公司名称 周口市诚信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商水县周商大道东侧高速路北 

注册地址 商水县周商大道东侧高速路北 

法定代表人 郭向前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 车用乙醇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零售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公司名称 周口市李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沈丘县冯营乡李寨行政村 

注册地址 沈丘县冯营乡李寨行政村 

法定代表人 李鹏辉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农产品种植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公司名称 沈丘县唐三粉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冯营乡李寨村集配中心 01 号 

注册地址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冯营乡李寨村集配中心 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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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李鹏辉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粉条、粉皮、面粉、面粉制品的加工与销售；粮食的加工、

分装和销售。 

2、关联关系概述 

（1） 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2） 周口市诚信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周口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控制的全资子公司。 

（3） 周口市李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全资子公司。 

（4） 沈丘县唐三粉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是李鹏辉（周口市李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控制的企业。 

     3、关联关系内容及预计交易内容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金额 

周口市诚信石油销售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100,000.00 

周口市李寨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采购农副产品 
60,000.00 

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烟酒 1,200,000.00 

沈丘县唐三粉农产品加工有

限公司 

采购农副产品 
100,000.00 

合计： 1,460,000.00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金额 

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商务服务 160,000.00 

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包括集团下属所有子公司，

农副产品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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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包括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计： 660,000.00 

（3）关联租赁情况（公司租赁） 

                                              单位：元 

关联方（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交易金额（2021 年度预计的租

赁费） 

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产建筑物 7,977,704.30 

合计 7,977,704.30 

（4）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期初余额 本期拆入 本期归还 

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自关联方拆

入） 

0.00 12,000,000.00 12,000,000.00 

合计 0.00 12,000,000.00 12,000,000.00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1年 3月 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预计 2021年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张小宣、李超峰、刘俊友、赵广良以及彭俊林在河南亿星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管职务，为关联方，需要回避表决，故非关联董事不过

半数，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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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未损

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 2021年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

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的正常所需。此

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必要的。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

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关

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 备查文件目录 

    《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3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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