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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8369        证券简称：景然环境        主办券商：太平洋证券 

 

云南景然环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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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公

用工程、环保工程及水

利工程施工等 

200,000,000 28,593,436.30 公司发展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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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扶贫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或昆明农业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提

供借款及担保 

300,000,000 30,000,000 公司发展实际需要 

合计 - 500,000,000 58,593,436.30 - 

 

（二） 基本情况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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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昆明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山水白沙小区 21栋 3层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胡博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2,603,898,313 元人名币 

主营业务：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项目、移民搬迁安置建设项目的投资、管理及经营;

受政府委托经营相关国有资产、土地一、二级开发,代理投资,地下管网改造建设;教育、

医疗投资;农业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农业产业化投资;水利投资;桶装、

瓶装山泉水;啤酒、饮料生产销售;货物运输(水配送);商品包装;旅游观光;国内贸易、

物资供销;农业产业管理;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及技术咨询;园林景观绿

化工程;花卉、中药材、果树、瓜果蔬菜、农作物的种植及销售;家禽养殖及销售;食用

农产品的销售;酒类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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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昆明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盘龙路 25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储云川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313,287,300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农业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涉农范围的投融资;土地开发投

资;土地整理;物业管理;水利项目的投资;农业产业化项目投资;农业水利资产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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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昆明盛世桃源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安宁市太平镇红星农场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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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如适用）：熊定卫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208,794,200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蔬菜、水果、园艺花卉作物、苗木种植及销售;养殖业;绿化工程施工;项目

投资及对所投资项目进行管理;物业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

及管理;以下经营项目限分公司经营:休闲园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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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昆明金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盘龙区东郊白沙河茶旺山三农场 1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杨鑫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20,000,000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农业技术的开发;房地产开发及经营;电子商务平台的营运建设和管理;承办

会议;公园绿化管理;国内贸易、物资供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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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昆明农业公园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阳宗镇脚步哨村委会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缪丹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50,000,000.00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及经营管理；旅游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的投资、开

发及管理；农业综合项目开发；农村土地流转及土地规模经营；土地开发经营；房地产

开发及经营；物业管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农产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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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昆明农业水利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西山区盘龙路 25号 1栋 5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杨鑫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0,000,000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农业水利项目的投资、土地开发及整理、农业产业化项目投资、农业水利资

产的经营 

 

7.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昆明农投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园博路 6 号 501 室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园博路 6 号 501 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昉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0,000,000.00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材料的销售;室内装饰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的设计与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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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昆明红垦星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太平街道红星农场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吴昉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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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0,000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蔬菜、水果、花卉作物、苗木种植及销售;家禽、家畜养殖销售;农业技术开

发;绿化工程施工;农业项目投资及所投资项目管理;物业管理;农产品销售;预包装食

品、乳制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销售;餐饮服务,餐饮管理,棋牌娱乐、休闲垂钓服务,

农业休闲旅游项目经营,旅游资源及旅游景点的开发利用,旅游工艺品制造,旅游观光服

务,酒店服务,会务管理,会务服务,养老服务,康复服务,休闲娱乐服务,温泉水疗,宾馆

住宿服务;食品生产;酒类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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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昆明盛世桃源旅游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匡远街道办土桥社区办公楼六楼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孙智明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50,000,000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旅游文化产业开发;农业项目投资、园区开发、土地综合开发;项目投资及对

所投资项目进行管理、运营;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绿化苗木种植;建筑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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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昆明盛世金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民航路 663号融成金阶 C座 24楼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吴颖华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0,000,000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对殡葬行业进行投资、规划;土地开发;花卉苗木的种植及销售;殡葬用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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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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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昆明盛世桃源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南羊街道办土桥社区办公楼五楼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孙智明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0,000,000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及开发、管理及运营;土地开发及经营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土

地投资及管理;物业管理;酒店管理;绿化苗木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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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昆明盛世晨农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小新册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张茂有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244,747,800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蔬菜、水果、花卉、食用菌种植(仅限分支机构)、加工销售保鲜、速冻、冻

干产品;蔬菜、花卉种子、种苗、种球的销售;泡沫塑料制品的销售;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及零配件的销售;普通货物物流服务;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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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昆明市林业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仕林街 9栋十五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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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0,000,000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林业产业开发经营;土地开发投资;土

地整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旅游文化产业开发经营;休闲园经营;物业管理服务;环保工

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及施工;木材加工;国内贸易、物资供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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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旭日天宇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办事处郑和路 44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聂海艳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20,000,000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经营;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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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关系 

昆明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昆明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为扶贫公

司的控股股东，昆明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我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昆明盛世桃源实

业有限公司也是我公司的股东之一，上述 14个关联方均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控制的公司。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 2021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娟、张茂有、王鹏宇需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结果：因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人数不足三人，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相关要求，董事会不对本议案进行审议，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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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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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遵循有偿、

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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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交易时，均按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交易，在上述预计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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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且

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

价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云南景然环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云南景然环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3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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