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108� � � � �公司简称：亚盛集团

第一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李克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克恕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新军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8,064,310,450.74 8,040,965,974.53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733,109,725.60 4,714,666,592.67 0.3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507,821,764.48 372,498,215.73 3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5,725,440.47 19,476,052.75 3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222,603.63 22,336,134.96 8.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54% 0.41%

增加

0.1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32 0.0100 3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32 0.0100 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82,309.79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047,234.5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33,862.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743.75

所得税影响额

-737.11

合计

1,502,836.8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66,33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3,121,313 15.57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75,371,852 9.0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36,002,948 1.85 0

未知 国有法人

朱能顺

? 19,635,644 1.0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广东丰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4,181,000 0.73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578,400 0.70 0

未知 国有法人

沈晓峰

? 10,258,416 0.53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783,582 0.45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8,399,200 0.43 0

未知 国有法人

徐文江

8,218,451 0.4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3,121,313

人民币普通股

15.57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75,371,852

人民币普通股

9.0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

36,002,948

人民币普通股

1.85

朱能顺

? 19,635,644

人民币普通股

1.01

广东丰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4,1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0.7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578,400

人民币普通股

0.70

沈晓峰

? 10,258,416

人民币普通股

0.5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783,582

人民币普通股

0.4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8,399,200

人民币普通股

0.43

徐文江

8,218,451

人民币普通股

0.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变动情况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

）

（或本期金额） （或上年金额）

应收票据

5,963,772.00 26,361,718.48 -20,397,946.48 -77.38

预付账款

313,827,527.08 168,631,359.50 145,196,167.58 86.10

应付票据

11900361.07 6278145.6 5,622,215.47 89.55

应付利息

61,688,516.63 43,284,907.70 18,403,608.93 42.5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110,000.00 77,110,000.00 -62,000,000.00 -80.40

长期借款

340,000,000.00 190,000,000.00 150,000,000.00 78.95

营业收入

507,821,764.48 372,498,215.73 135,323,548.75 36.33

营业成本

387,039,379.17 262,231,773.94 124,807,605.23 47.59

资产减值损失

95,349.58 234,225.88 -138,876.30 -59.2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163,140.86 -6,030,432.56 3,867,291.70 -64.13

资产处置收益

-282,309.79 -282,309.79

其他收益

1,485,000.00 1,485,000.00

营业利润

27,568,794.59 19,688,377.50 7,880,417.09 40.03

营业外支出

52,161.96 164,892.06 -112,730.10 -68.37

利润总额

29,917,656.60 22,752,724.82 7,164,931.78 31.49

净利润

27,187,929.42 20,068,410.07 7,119,519.35 35.4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952,346.15 -20,215,785.80 13,263,439.65 -65.6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7,908,802.99 124,498,679.45 -46,589,876.46 -37.42

(2)�原因说明

1、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20,397,946.48元，主要系期末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2、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了145,196,167.58元，主要系公司采购商商品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3、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5,622,215.47元，主要系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4、应付利息：较期初增加了18,403,608.93元，主要系计提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62,000,000元，主要系偿还长期借款所致；

6、长期借款：较期初增加了150,000,000元，主要系公司向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7、营业收入：较上期增加135,323,548.75元，主要系农产品市场稳中趋好，公司加强了市场销售力度，导致营业

收入增加；

8、营业成本：较上期增加124,807,605.23元，主要系农产品市场稳中趋好，公司加强了市场销售力度，营业收入

增加的同时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9、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上期减少3,867,291.70元，主要系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10、资产处置收益:较上期减少282,309.79元，主要系会计报表列报变化-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在2018年列报至

资产处置收益所致；

11、其他收益:较上期增加1,485,000元，主要系会计报表列报变化-政府补助在2018年列报至其他收益所致；

12、营业利润：较上期增加7,880,417.09元，主要系农产品市场稳中趋好，公司加强了市场销售力度，导致营业收

入增加所致；

13、利润总额：较上期增加7,164,931.78元，主要系农产品市场稳中趋好，公司加强了市场销售力度，导致营业收

入增加所致；

14、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减少112,730.10元，主要系会计报表列报变化-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在2018年列报至资

产处置收益所致；

15、净利润：较上期增加7,119,519.35元，主要系农产品市场稳中趋好，公司加强了市场销售力度，导致营业收入

增加所致；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13,263,439.65元，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减少所致；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46,589,876.46元，主要系公司偿还银行借款和支付利息增加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

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克华

日期 2018年4月18日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108� � � �公司简称：亚盛集团

年度

报 告 摘 要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7年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并数）97,889,

851.67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92,615,127.97元，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9,261,512.80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

745,769,225.29元，截止2017年12月31日，可供母公司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826,611,733.08元。

本次分配拟以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946,915,12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734,575.61元 （含税），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9.94%，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

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2017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亚盛集团

60010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

?

亮 刘

?

彬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

21

号

10-15

楼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

21

号

10-15

楼

电话

0931-8857057 0931-8857057

电子信箱

ysjtdshbgs@163.com ysjtdshbgs@163.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说明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啤酒花、优质牧草、马铃薯、果品、食葵、辣椒、香辛料等农产品及加工产品和农业滴灌设备

等工业产品。 公司以农产品种植业为起点，已建立和完善了集繁种、种植、储运、农产品深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

（二）经营模式说明

公司以现代农业建设为主线，建立了“集团母公司--专业子公司--基地分公司” 纵向一体化管理体制。 集

团母公司，整体谋划产业发展；专业子公司进行专业化的产业龙头带动，是生产经营龙头，负责产业和产品的运

营；基地分公司是农产品种植基地，负责为销售龙头和加工龙头提供优质农产品。 基地分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为

公司统一经营模式和家庭农场承包模式。 公司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特色、生态、安全农业产业，全面形成横

向成群，纵向成链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形成以资本为后盾、科技为支撑、现代管理为保障 “三位一体” 的集约

化经营模式。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属农业行业，拥有一定规模的农业土地资源。 公司集中全力聚焦现代农业，采用规模化经营、集约化

管理、产业化发展、品牌化提升、信息化支撑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在规模、资源、技术、

装备和管理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从产业发展看，现代农业的内涵和外延大大拓展，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和新的增长点，在转方式、调结构的

大背景下，对各类主体投资农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面临良好的产业机遇。

从市场竞争主体看，规模、技术、装备、管理水平较高的国有农业企业与手段落后、经营分散的农村和农民相

比，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2015

年

总资产

8,040,965,974.53 7,796,009,475.56 3.14 7,619,387,972.87

营业收入

2,066,341,677.84 2,068,975,051.65 -0.13 2,191,117,59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7,889,851.67 75,455,828.89 29.73 123,086,77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0,731,707.84 38,844,271.03 107.83 55,294,21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714,666,592.67 4,692,043,516.06 0.48 4,709,811,139.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339,405.15 957,398.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03 0.0388 29.64 0.0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03 0.0388 29.64 0.0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06 1.59

增加

0.47

个百分点

2.60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

1-3

月份）

第二季度

（

4-6

月份）

第三季度

（

7-9

月份）

第四季度

（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72,498,215.73 497,306,987.77 391,210,137.21 805,326,33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76,052.75 15,184,329.84 27,155,241.58 36,074,22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336,134.96 16,849,947.91 19,924,271.05 21,621,353.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50,522.30 41,821,219.75 2,580,605.56 -78,191,752.7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7,3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166,33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303,121,313 15.57

无 国有法人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0 175,371,852 9.01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新经

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0 36,002,948 1.85

未知 国有法人

朱能顺

19,492,244 1.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广东丰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14,181,000 0.73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13,578,400 0.7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8,783,582 0.45

未知 国有法人

徐文江

499,900 8,285,051 0.4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 7,807,017 0.40

未知 国有法人

衷友良

-100,000 7,250,000 0.3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他们与其他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上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是否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甘肃亚盛实业

（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2013

年

公司债券。

13

亚盛债

122298

2014

年

6

月

19

日

2019

年

6

月

19

日

119,864 6.35

按 年 付 息 、 到

期一次还本。

上海证券交易

所

5.2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已于2017年6月19日按时、足额支付“2013亚盛债” 自2015年6月19日至2016年6月18日期间的利息。

5.3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2298，债券简称： 13亚盛债）进行

了跟踪信用评级。 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对本公司2016年度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

评估的基础上，于2017年6月16日出具了《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分析报

告》，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AA”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 与前次评级结果相比没有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

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于公司披露 2017年年度报告之后2个月内出具最新跟踪评级报告， 届时请投资者

关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4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

年

2016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资产负债率（

%

）

40.79 39.23 3.9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3 0.43 -69.14

利息保障倍数

1.78 1.62 9.6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6,634.17万元， 同比降低0.13%� ， 实现利润总额10,119.88万元， 同比增长

24.6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788.99万元，增长29.73%。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8,073.17万元 ，同比增长107.83%。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804,096.60万元，比年初增长3.14%，负债

总额328,023.45万元，比年初增长7.25%。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

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

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3、2017年12月25日， 财政部以财会〔2017〕30号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

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明确了

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持有待售类别的计量、终止经营的列报。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报告按此准则进行列报。

2、政府补助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5月10日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

助（2017年修订）》之后，对2017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

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3、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根据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规定，公司采用修订后

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持有待售资产” 行项目和“持有

待售负债” 行项目，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行项目、“其他收益” 行项目、“（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行项目。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108� � �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2018-017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在甘肃省兰州

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公司1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李克华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

全体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以现场表决和传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

董事9人，副董事长何宗仁先生、董事毕晋女士、李宗文先生因出差以传真方式表决。 监事会成员、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 �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

四、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五、会议以9�票同意、 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六、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次分配以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946,915,1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734,575.61元（含税），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9.94%，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

年度分配。 公司2017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对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2017年度公司制定的利润分配方案是基于实际情况

和发展要求，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7

年一2019年）》的规定，有利于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同意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七、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八、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审计委员会2017年度履职报告》；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审计委员会2017年度履职报告》。

九、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8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及

支付2017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费用的议案》；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2017年度审计服务工作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

正的职业准则，具备较高的执业水平。 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维护公司和股东权益，公司拟继续聘任该所为

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确定支付2016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77万元，内控审计费55万元。

十、会议以3票同意、6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李克华先生、李克恕先生、何宗仁先生、毕晋女士、李宗文先生、李有

宝先生已回避表决，3名非关联董事均同意该项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十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十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十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十四、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工程调整征

收土地及补偿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 《关于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工程调整征收土地及补偿的议

案》。

十五、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

案》；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十六、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银行申请授信并贷款的议

案》

本公司为满足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流动资金需求，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兰州市城南支行申请授信2.1亿元并申请流动资金贷款9,000万元，期限1年；拟向邮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

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2亿元，期限1年。

十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将于2018年6月1日任期届满，为此需进行换届选

举。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及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真讨论和审查人选，提

名李克华先生、李宗文先生、毕晋女士、李有宝先生、牛彬彬先生、李克恕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提名赵荣春先生、刘志军女士、陈秉谱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候选人在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并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接任第七届董事会工作。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任期3年，任期起始日为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日。 （董事候选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

附件）

十八、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第一、二、三、六、九、十、十二、十三、十八项议案尚需提交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附件：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李克华，男，汉族， 1964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会计师。曾任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条

山分公司党委书记、经理；甘肃农垦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董事长；甘肃普安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 现任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委员。

2、毕 晋：女，汉族，1960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会计师职称。曾任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处处长、总会计师，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本

公司董事。

3、李宗文，男，汉族，196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 曾任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4、李有宝，男，汉族， 196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农业经济师；曾任甘肃省农垦职工中专教师，

甘肃省农垦总公司秘书科科员、科长，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贸处副处长、企业管理处处长，本公司监

事。 现任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本公司董事。

5、牛彬彬，男，汉族，1965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业处处

长，青岛啤酒（甘肃）农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甘肃农垦西部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甘肃农垦建筑工程公

司监事，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

6、李克恕，男，汉族， 196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工程师、国际注册内部

审计师、注册项目分析师。 曾任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证券管理部部长、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法人代表），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委员。

7、赵荣春：男，汉族，1961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受聘兰州大学法学院客座

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长城电工、大禹节水等数十家政府机关、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 现任甘肃省律师协会名誉会长，甘肃省上

市公司协会副会长，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主任、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甘肃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8、刘志军：女，汉族， 1972年9月出生，金融学博士，兰州财经大学教授，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注册会

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现任兰州财经大学教授，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独立董事。

9、陈秉谱，男,�汉族，1965年1月出生，农工民主党党员，经济管理学硕士，甘肃农业大学副教授，经济管理学

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现任甘肃农业大学副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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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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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8年4月18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

兴路21号公司1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方式进行，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福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4人，实到4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议，本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各

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本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2017� 年度报告及摘

要》前及审议过程中，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没有发生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017年度财务报告经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该报告能够客观反映公司内部控制的总体情况。 公司现有内部控制制度对现有各业务、各环节

均做出了明确的制度规定，基本保障了各项工作有章可循。 年度末公司组织人员对内控设计及执行情况进行了

自我评价，对不能满足公司控制目标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时做了修订，同时分析了相关风险并落实了应对措施，使

公司现有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和及时完善更新，监事会亦未发现公司存在内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方面的重大缺陷。

四、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五、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需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定价体现了公平、自愿、

合理、公允的市场原则，不存在任何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会议以4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将于2018�年6月1日任期届满，现换届选举，经公司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

名李福先生、王凤鸣先生、崔伟女士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18年4月16日选举吴彩虹女士为公司职工

代表出任的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其他3名监事共同组成监事会，任期三年。

经过对各位被提名人简历及相关资料的审查，未发现上述候选人存在《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禁止条件以

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提名上述监事候选人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会议对3名候选人分别进行了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候选人姓名 应收票数 实收票数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1

李 福

4 4 4 0 0

2

王凤鸣

4 4 4 0 0

3

崔 伟

4 4 4 0 0

八、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议，本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无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前及审议过程中，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没有发生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018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上述第一、七项议案尚需提交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4月20日

附件：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候选人简历

1、李福，男，汉族，1960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曾任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公司党委委

员、副书记、总经理，甘肃大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党委书记、监

事会主席。

2、王凤鸣：男，汉族，1965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审计

处处长，甘肃普华甜菊糖开发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控审计部部长，本公司

监事。

3、崔 伟：女，汉族，1968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副处

长、处长。 现任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本公司监事。

4、吴彩虹：女，汉族，1975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本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审计内

控部副部长，本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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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18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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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涵盖了公

司2018年度预计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一、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分 关 联 方 预测金额

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

（

%

）

2017

年关联交易

金额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甘肃条山农庄有限责任公司

21.00 0.57 7.83

出售商品 甘肃条山农工商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16.50 0.45 15.06

出售商品 甘肃条山农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00 0.54 1.80

出售商品 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

651.42 17.63 579.83

出售商品 甘肃普华甜菊糖开发有限公司

656.00 17.76 39.62

出售商品 甘肃农垦黑土洼农场

20.00 0.54

出售商品 甘肃农垦永昌农场有限公司

190.00 5.14 243.00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

600.00 16.24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甘肃农垦永昌农场有限公司

900.00 24.36 98.55

出售商品 甘肃省农垦建筑工程公司

300.00 8.12 708.15

出售商品 甘肃省国营敦煌农场

135.00 3.65

出售商品 甘肃农垦金麦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0 1.35

物业费

、

水电费 甘肃农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4.00 3.63

小 计

3,693.92 100 1,693.84

采购货物

/

接受劳务

采购货物 甘肃条山农工商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388.00 10.25 36.28

采购货物 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

513.00 13.55 22.35

采购货物 甘肃省国营小宛酒厂

12.00 0.32 3.10

采购货物 甘肃绿色空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1.04 0.29 8.28

采购货物 甘肃农垦黑土洼农场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3.96

采购货物 甘肃农垦永昌农场有限公司

810.00 21.39

工程款 甘肃农垦建筑工程公司

700.00 18.49 385.00

工程款 甘肃省建筑网架工程公司

1,000.00 26.41

业务费 甘肃条山农庄有限责任公司

41.10 1.09 27.24

业务费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 0.79

暖气费水费 甘肃省国有下河清农场

16.17 0.43 16.17

业务费 甘肃省国营鱼儿红牧场

115.00 3.04 109.00

小 计

3,786.31 100 607.42

本公司作为

承租方

土地租金 甘肃农垦永昌农场有限公司

100.00 11.17 120.00

土地租金 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

160.00 17.88

土地租金 甘肃省国营宝瓶河牧场

25.00 2.79 25.00

土地租金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10.00 68.16

小 计

895.00 100 145

本公司作为

出租方

房屋租金 甘肃省农垦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73.20 18.01

房屋租金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7.30 55.92

房屋租金 甘肃普安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7.00 14.02

房屋租金 甘肃黄羊河集团食品有限公司

49.00 12.05

小 计

406.5 100

合 计

8,781.73 2446.2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注册资本：6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谢天德，公司主营业务：

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经济信息咨询。 特种药材种植、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植、农副产品、酒类、乳制品、水泥、硫

化物的制造及销售（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控股股东。

2、甘肃条山农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一条山镇泰玉路68号；注册资本：1265万元；法定代表人：罗红杰；公司主

营业务为：建材、服装、农药、地膜的销售；食用植物油（半精炼）、其他粮食加工品（谷物加工品、谷物碾磨加工

品）；普通货物运输、配送、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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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与本公司

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3、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四坝滩，注册资本：580万元，法定代表人：周全育；公司主营业务为：购销

批发本场农副产品，畜产品，农机配电，本场用生产资料；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销售，劳务服务，土地租赁、转

让，不动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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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

受同一公司控制。

4、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景泰县一条山镇，注册资本：1126.22�万元，法定代表人：董克勇。 公司主营业务为：各

类农作物、花卉、牧草良种种子，果树苗木的生产加工，技术咨询信息服务、培训，生产技术指导，农药。该公司与本

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5、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一条山镇泰玉路68号，注册资本671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庆春。 公司主

营业务：农副产品，日杂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不含进口摄、录像机），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家电维修，农业

技术服务，服装加工，养殖种植。 蜜饯，果脯，糕点，蜂蜜的加工；一般旅馆；正餐服务（仅分支机构经营）、（凭许可

证经营）。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6、甘肃省国营下河清农场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下河清航空路2号，注册资本：75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述金，营业范围：

农产品开发、农副产品（除原粮）种植、加工、销售。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7、甘肃普安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黄羊工业（食品）示范园农大北路1号，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定代表

人：武翔宁，营业范围：药品的生产销售（按照《中华人名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及有效期限经营）；

医药中间体制造、经营业务；药品的研究、开发、技术服务；修配材料、实验材料、试剂、辅料、办公材料的加工销售；

蒸汽、循环水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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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8、甘肃省国营小宛酒厂

公司注册地址：瓜州县小宛农场，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庆肖，公司主营业务：白酒、其他酒、饮料。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9、甘肃条山农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一条山镇富士村，注册资本：200万元，法定代表人：赵小玲，公司主营业

务：文化旅游度假、咨询服务（国家限制经营项目除外）；中型餐馆、（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

（凭许可证有效期经营）。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0、甘肃省国营敦煌农场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黄墩子，注册资本：6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克忠，营业范围：农作物种

植、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未取得专项许可项目的除外）。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

制。

11、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天生炕，注册资本：1425万元，法定代表人：张连忠。公司主营业务为：农、

林、牧业的主副业产品的种植（不含种子），化肥销售；大麦、小麦、向日葵、南瓜、黑瓜籽、洋葱、枣、梨、马铃薯农作

物的去籽、净化、分类、去皮、包装、销售。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2、甘肃省国营宝瓶河牧场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宝瓶河牧场；注册资本：500万元整；法定代表人：杨文明；公

司主营业务：牲畜饲养放牧，其他畜牧业，粮食作物种植，糖料，油料，药材，瓜果种植。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3、甘肃省农垦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17楼；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法定代表人：张进国；公司主营

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4、甘肃农垦金麦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山马路7号；注册资本：540万元整；法定代表人：骆世明；公司主营业务：

农作物常规种子的种植收购生产加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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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

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5、甘肃省国营鱼儿红牧场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自治县鱼儿红乡；注册资本：191万元；法定代表人：连永清；公司主营

业务：农作物种植、动物饲养、矿产品开采、销售与货物运输。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6、甘肃省建筑网架工程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永昌县河西堡镇河雅路；注册资本：600万元整；法定代表人：王瑞增；公司主营业务：建筑业

（凭资质证书）、网围栏制作与安装。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7、甘肃省农垦建筑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新市区铁人路；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家林；公司主营业

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

一公司控制。

18、甘肃黄羊河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黄羊镇新河街1号；注册资本：2000万元整；法定代表人：王宗全；公司主

营业务：食品（速冻食品、其他粮食加工品、罐头、豆制品、蔬菜制品）的加工与销售及出口经营；农副产品收购。该

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19、甘肃普华甜菊糖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黄羊工业园区农大北路1号；注册资本：3095万元整；法定代表人：陈宏

伟；公司主营业务：甜叶菊品种培育及其种植技术研究；甜菊糖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甜叶菊种植及甜菊糖生产

技术服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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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

一公司控制。

20、甘肃农垦黑土洼农场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金昌市金川区天润嘉园4栋206号；注册资本：866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宗艳；公司主营业务：农

作物（大麦、小麦、马铃薯、蔬菜、牧草）种植和销售；马铃薯、蔬菜种子的繁育；经济林种植和销售；农副产品（不

含原粮）购销；农业生产资料的购销。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21、甘肃农垦永昌农场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河西堡镇河雅路1089号；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黄斌；公司主

营业务：农作物种植、加工、销售；建材、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批发、零售；水果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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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二)履约能力的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不会

对公司形成坏帐损失。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本公司与关

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本公司同关联方之间代购代销及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

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费用原则由双方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费

用” 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 其中：

（1）土地使用权租赁价格由双方协商定价，每年最后一个月支付结清。

（2）加工承揽服务价格由双方协商定价，定做人在交付产品30日内支付价款。

（3）综合服务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及物价部门指定价格协商定价。

对于关联方向本公司提供的生产、生活服务，本公司在完成后按要求支付相关费用；对于本公司向关联方提

供的生产、生活服务，其中水电费收取以当地供电局、自来水公司确定的收费时间为准，其余在按协议规定的时

间内收取。

（4）代购、代销劳务所收取的手续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每年都会发生一定金额的经营性交易，这些交易属于正常

的经济往来。 因此上述关联交易将持续发生，公司日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且关联交易所

占采购和销售金额较小，对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未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对

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影响不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1、公司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召开前对公司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核，同意公司预计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2、董事会就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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