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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安徽上峰杰夏环保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上峰杰夏环保” ）于近日收到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核发的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340706008），具体情况如下：

法人名称：安徽上峰杰夏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协同处置单位）

法定代表人：朱江平

住所：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板桥村何甲组22号

核准经营方式：收集、贮存、处置

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HW02、HW03、HW04、HW06、HW07、HW08、HW09、HW11、

HW12、HW13、HW16、HW17、HW18、HW19、HW22、HW23、HW37、HW38、HW39、HW46、

HW48、HW49、HW50共计23大类，231小类。

核准经营规模：16万吨/年。

有效期限：自2020年12月31日至2025年12月30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子公司安徽上峰杰夏环保此次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标志着公司子公司安徽上峰

杰夏环保16万吨/年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弃物项目建成投入运行， 至此公司现有安徽

水泥窑协同处置环保基地的16万吨/年危废、6万吨/年固废处理和宁夏水泥窑协同处置环保

基地16.8万吨/年危废及油泥处理、4万吨/年危废填埋项目已全部开始投入运行。危废处置业

务属国家重点鼓励支持发展的环保产业，可以有效解决各类危险废弃物处置难题，具有较强

综合社会效益；危废处置环保业务也是公司“一主两翼”战略发展规划的重要支撑点，新项目

投运将成为公司经济增长新引擎，助力公司业绩与经济效益增长，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

争力，对公司持续成长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备查文件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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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203553）。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

查，认为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能否获得核准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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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20年12月28日以电子邮件送达，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议案及相关材料与

会议通知同时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2020年12月31日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9人。本次会议的召

开程序、参加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

下决议：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层

成员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管理办法具体内容及独董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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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0年12月28日以电话、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20年12月29日下午在上海市长宁

区虹桥路2188弄25号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葛俊杰

先生主持，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出席人

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

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上海阜禄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文简称“阜禄投资” ）、玖溢投资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玖溢投资” ）股东浙江天堂硅谷恒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堂硅谷” ）拟转让其持有的49.5%的阜禄投资和50%的玖溢投资股权，公司根据规

划，目前无增加阜禄投资、玖溢投资持股比例的需要，董事会同意放弃该部分股权的优先受让

权。

上海鹏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资管” ）拟受让天堂硅谷持有的阜禄投资和

玖溢投资的股权。鹏欣资管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鹏欣集

团” ）的控股公司，本次公司放弃股权优先受让权后将形成与关联方鹏欣资管共同对外投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合作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葛俊杰先生、严东明先生、张富强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发表了对本议案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让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7）。

2、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框架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基于公司未来战略发展和资产优化的需要，为了明确主业及清晰主业发展，董事会同意公

司与控股股东鹏欣集团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框架协议》，拟向鹏欣集团转让控股子公司大康

肉类食品有限公司69.24%股权、 公司对大康肉食享有的债权以及公司所持怀化欣茂牧业有限

公司100%股权。

鹏欣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葛俊杰先生、严东明先生、张富强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发表了对本议案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框架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8）。

三、备查文件

1、大康农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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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2020年12月28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2

月29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长徐洪林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

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经参加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

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上海阜禄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文简称“阜禄投资” ）、玖溢投资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玖溢投资” ）股东浙江天堂硅谷恒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堂硅谷” ）拟转让其持有的49.5%的阜禄投资和50%的玖溢投资股权，公司根据规

划，目前无增加阜禄投资、玖溢投资持股比例的需要，监事会同意放弃该部分股权的优先受让

权。

上海鹏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资管” ）拟受让天堂硅谷持有的阜禄投资和

玖溢投资的股权。鹏欣资管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鹏欣集

团” ）的控股公司，本次公司放弃股权优先受让权后将形成与关联方鹏欣资管共同对外投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合作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让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7）。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框架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基于公司未来战略发展和资产优化的需要，为了明确主业及清晰主业发展，监事会同意公

司与控股股东鹏欣集团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框架协议》，拟向鹏欣集团转让控股子公司大康

肉类食品有限公司69.24%股权、 公司对大康肉食享有的债权以及公司所持怀化欣茂牧业有限

公司100%股权。

鹏欣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框架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8）。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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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上海阜禄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阜禄投资” ）系湖南大康国

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参股公司，玖溢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玖溢投资”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牛贲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贲

资产” ）的参股公司，阜禄投资、玖溢投资的股东浙江天堂硅谷恒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堂硅谷” ）拟将其持有的49.5%的阜禄投资、50%的玖溢投资股权分别按3,747.906458

万元、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鹏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资管” ）。公司根据发

展规划，目前并无增加阜禄投资、玖溢投资持股比例的需要，决定放弃该部分股权的优先受让

权。前述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49.5%的阜禄投资、50%的玖溢投资的股权保持不变。

2．鹏欣资管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本次公司放弃股权优先

受让权后将形成与关联方鹏欣资管共同对外投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本次合作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2020年12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全体无关联董事以4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葛俊杰、严东明、张富强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鹏欣资管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 本次公司放弃股权优先受

让权后将形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合

作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鹏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香楠路399弄2号208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32460708R

法定代表人：公茂江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03月23日

股权结构：上海傲冕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为1020万元，上海欣淼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

资额为980万元，前二者的控股股东为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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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鹏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登记日期：2016年11月7日，登记注

册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编号：P103456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1

1．名称：上海阜禄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1KE1B

3．执行事务合伙人：玖溢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4．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成立日期：2016年01月29日

6．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太路29号2号楼东部405室

7．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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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前后，阜禄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股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9,500 49.5% 49,500 49.5%

浙江天堂硅谷恒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9,500 49.5% - -

玖溢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000 1% 1,000 1%

上海鹏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49,500 49.5%

合计 100,000 100% 100,000 100%

注：截至目前，天堂硅谷对阜禄投资只实缴出资了3,000万元。

9．阜禄投资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11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6.76856

净利润 315.01483 313.411332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1月30日

总资产 42,769.885881 43,124.476413

净资产 42,669.382381 42,982.793713

（二）交易标的2

1．名称：玖溢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EQ4XM

3．法定代表人：何向东

4．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6年07月21日

7．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11号302部位368室

8．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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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玖溢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股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持股比例

牛贲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500 50% 2,500 50%

浙江天堂硅谷恒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00 50% - -

上海鹏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2,500 50%

合计 5,000 100% 5,000 100%

注：截至目前，天堂硅谷对玖溢投资尚未履行出资义务。

10．玖溢投资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11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145926 -1.997014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1月30日

总资产 2.189251 1.296237

净资产 -10.216749 -12.213763

四、关联交易定价

本次阜禄投资、玖溢投资的股东天堂硅谷将其持有的49.5%的阜禄投资、50%的玖溢投资股

权分别按3,747.906458万元、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鹏欣资管，交易定价为其双方自行根据公正合

理原则协商确定。鉴于天堂硅谷对阜禄投资、玖溢投资的实际出资尚未完全到位，根据其实际

出资情况，双方协商确定了本次交易价格。

公司根据发展规划，目前并无增加阜禄投资、玖溢投资持股比例的需要，公司不参与本次

股权受让，前述转让价格的确定不会对公司形成不利影响。

五、本次放弃股权优先受让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决定放弃参股公司阜禄投资、玖溢投资股权的优先受让权，本次

公司放弃股权优先受让权后将形成与关联方鹏欣资管共同对外投资， 该事项不影响公司持有

的参股公司的股权比例，对公司在参股公司的权益没有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阜禄投资后续运作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目前， 公司及子公司与鹏欣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79359.3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公司放弃控股参

股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规划，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公正合理，我们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届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公司的

持股比例也保持不变，本次关联交易公正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认为：大

康农业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批准，且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申万宏源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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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框架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于未来战略发展和资产优化的需要，为了明确主业及清晰主业发展，湖南大康国际

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甲方” ）于2020年12月29日与控股股东上海鹏

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集团” ）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框架协议》，拟转让控股

子公司大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康肉食” ）69.24%股权、其对大康肉食享有的债

权以及其所持怀化欣茂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化欣茂” ）100%股权。

2．鹏欣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2020年12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全体无关联董事以4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葛俊杰、严东明、张富强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鹏欣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崇明县秀山路6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05040XK

法定代表人：姜照柏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年03月11日

股权结构：南通盈新投资有限公司100%持股，姜照柏为实际控制人。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及其咨询服务，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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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分析：受让方是由公司实际控制人姜照柏控制的企业，依法存续且正常经

营，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1

1．名称：大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200578614068D

3．法定代表人：顾军

4．注册资本：91800.000000万人民币

5．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成立日期：2011年07月08日

7．住所：怀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竹站村高速公路互通处

8．经营范围：畜禽养殖；生猪屠宰；猪肉、牛肉、羊肉及副产品销售、肉品分割加工及销售；

生猪经营和销售；冷鲜肉配送；冻库出租；道路运输代理；货物配载信息服务；仓储理货；装卸搬

运服务；玉米收购仓储及销售;鸡肉、鸭肉、鹅肉及副产品的加工、销售；兽用化学药品、兽用中

药销售；家禽饲养设备销售；饲养技术服务；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制造、销售；腊制品加工、销

售；粮食、饲料、农副产品的销售。（以上项目需专项审批的，审批合格后方可经营）

9.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大康肉食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股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1,000 88.24% 17,442 19.00%

江苏银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800 11.76 10,800 11.76%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 - 63,558 69.24%

合计 91,800 100% 91,800 100%

注：上表中所列示的股权转让后中的出资额是按照对应股权比例计算得出，最终出资以签

订正式股权协议后完成工商登记为准。

10.�大康肉食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2019年1-12月(未经审计) 2020年1-11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442.834582 25,261.08303

净利润 -7,205.80979 -2,838.86677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06,947.212271 106,796.136381

净资产 59,348.817395 56,302.514158

（二）交易标的2

1．名称：怀化欣茂牧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224MA4L2NK71E

3．法定代表人：臧舜

4．注册资本：13082.000000万人民币

5．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成立日期：2016年01月21日

7．住所：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观音阁镇青垅村十一组

8．经营范围：销售政策允许的畜禽产品及其他农副产品、饲料、畜牧机械、五金、矿产品、

纺织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监控化学品）；牲畜养殖并提供技术咨询服务；普通道路运

输；货物配载信息服务；仓储理货；装卸搬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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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怀化欣茂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股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3,082 100% - -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 - 13,082 100%

合计 100% 100%

注：上表中所列示的股权转让后中的出资额是按照对应股权比例计算得出，最终出资以签

订正式股权协议后完成工商登记为准。

10．怀化欣茂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11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3.746794 -3.422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7,834.133141 7,830.711141

净资产 7,186.762841 7,183.340841

（三）交易标的3

公司持有的对大康肉食的债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金额

其他应收款 1,247.3703

长期应收款 32,665.922581

应收账款 2.2697

预付账款 300

长期应付款 13,000

合计 21,215.562581

四、《股权及资产转让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 方：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1．为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存量资产、明确上市公司主业及清晰主业发展，双方同

意，甲方拟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大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69.24%股权、其对大康肉食享有的债权

以及其所持怀化欣茂牧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2．双方同意，转让股权及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后出具的

评估报告所列载的评估结果为准。双方同意，根据本协议及标的股权及资产的审计评估结果，

就本次股权及资产转让与甲方签署正式的一揽子交易协议。

3．本协议为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具体的交易事项将由转让方、受让方在正

式的交易协议加以约定，并以最终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4．甲方尚需就本次交易事项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

5．双方同意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由本次股权及资产转让行为所产生的依

法应缴纳的税费。

五、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标的公司股权及相关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由本次交易双方根据评估结果协商确定。截至本框架

协议签署日，本次股权及资产转让具体对价金额、方式及期限等，将根据审计、评估结果，由双

方签订正式协议另行约定。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通过本次股权及资产转让，优化资产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明确主业及清晰主业

发展，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因本次签署协议仅为框架协议，在公司签署具体的正式协议前，尚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签署本意向性协议也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目前， 公司及子公司与鹏欣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79359.3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签订股权及资产

转让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优化资产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明确主业及清晰主业

发展，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本次交易公正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届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

决。

2．独立意见

本次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进一步聚焦主

营业务，增强核心竞争力；本次股权及资产转让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 源” ）认为：

大康农业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

准，且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本次交易双方签订正式协议，大康农业将会根据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程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申万宏源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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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与泸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投集团”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泸天化集团” ）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产生关联交易，涉及向关联方采购或者销售

水、电、材料，接受或提供劳务，开展贸易业务等方面。截止2020年11月30日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32,993.73万元，预计2021年发生关联交易95,300万元。

2020年12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关联董事刘奇、吴冬萍回避表决，其余7名董事通过该议案，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

事前表示认可，事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11月30日

已发生金额

2019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

泸州天浩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

商品采购 按协议定价 3,500.00 1,944.24 2,504.49

四川中蓝国塑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按协议定价 30,000.00 5,596.87

泸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商品采购 按协议定价 100.00 92.48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按协议定价 500.00 29.65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

商品采购 按协议定价 1,000.00 161.58

小计 35,100.00 7,824.82 2,504.49

向关联人接

收劳务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接收劳务 按协议定价 100.00 0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

司

接收劳务 按协议定价 1,500.00 139.49 247.36

四川泸天化精正技术检测

有限公司

接收劳务 按协议定价 300.00 224.67 316.23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接收劳务 按协议定价 6,000.00 2,263.74 2,248.86

泸州盛源运业有限公司 接收劳务 按协议定价 100.00 32.06 50.12

泸州泸天化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接收劳务 按协议定价 400.00 222.58 225.9

泸州泸天化公共设施管理

有限公司

接收劳务 按协议定价 500.00 213.54 33.95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

接收劳务 按协议定价 1,500.00 257.16 417.98

泸天化医院 接收劳务 按协议定价 200.00 117.24 110.85

泸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接收劳务 按协议定价 100.00 0.00 28.3

泸州众康农业检测有限公

司

接收劳务 按协议定价 300.00 16.90

四川泸天化创新研究院有

限公司

接收劳务 按协议定价 500.00 78.66

小计 11,500.00 3,566.04 3,679.55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

司

商品销售 按协议定价 6,000.00 1,838.28 2358.67

四川泸天化精正技术检测

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按协议定价 100.00 1.13 1.18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按协议定价 3,500.00 1,065.5 46.92

泸州天浩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

商品销售 按协议定价 1,000.00 208.73 97.55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

商品销售 按协议定价 1,000.00 674.94 740.34

四川中蓝国塑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按协议定价 30,000.00 15,091.07

泸州众康农业检测有限公

司

商品销售 按协议定价 600.00 0.08

小计 42,200.00 18,879.73 3,244.66

向关联提供

劳务

四川中蓝国塑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按协议定价 500.00 0.00 19.89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按协议定价 500.00 333.42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 按协议定价 500.00 311.09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提供劳务 按协议定价 100.00 0.00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

提供劳务 按协议定价 100.00 0.00

泸天化医院 提供劳务 按协议定价 100.00 0.00

四川泸天化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按协议定价 100.00 0.00

小计 1,900.00 644.51 19.89

向关联人租

赁资产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租赁资产 按协议定价 4,500.00 2,078.63 4,329.95

工投建设集团 租赁土地 按协议定价 100.00 0

小计 4,600.00 2,078.63 4,329.95

合计 95,300.00 32,993.73 13,778.54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

额（截止2020

年11月30日）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泸州天浩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1,944.24 3,500.00 24.85% -44.45%

2019年12月

24、2020年 1月 8

日、2020年5月16

日 、2020年 10月

29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

于 202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 (公告编号 :

2019-068)、

《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

补充公告》(公告

编号 :2020-001)、

《关于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

( 公 告 号 :

2020-021)、《关

于增加 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告

号:2020-048)

四川中蓝国塑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5,596.87 30,000.00 71.53% -81.34%

泸州市工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92.48 30,000.00 1.18% -99.69%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29.65 500 0.38% -94.07%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采购 161.58 500 2.06% -67.68%

小计 7,824.82 64,500.00 100.00%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

有限公司

接收劳务 139.49 260 4.00% -46.35%

四川泸天化精正技

术检测有限公司

接收劳务 224.67 200 6.44% 12.34%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

接收劳务 2,263.74 4,000.00 64.91% -43.41%

泸州盛源运业有限

公司

接收劳务 32.06 100 0.92% -67.94%

泸州泸天化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接收劳务 222.58 300 6.38% -25.81%

泸州泸天化公共设

施管理有限公司

接收劳务 213.54 200 6.12% 6.77%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接收劳务 257.16 500 7.37% -48.57%

泸天化医院 接收劳务 117.24 200 3.36% -41.38%

泸州市工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接收劳务 0 1000 0.00% -100.00%

泸州众康农业检测

有限公司

接收劳务 16.9 900 0.48% -98.12%

小计 3,487.38 7,660.00 100.00%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

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1,838.28 6,000.00 9.74% -69.36%

四川泸天化精正技

术检测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1.13 100 0.01% -98.87%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1,065.5 1,700 5.64% -37.32%

泸州天浩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208.73 200 1.11% 4.36%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销售 674.94 1,000.00 3.57% -32.51%

四川中蓝国塑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15,091.07 30,000.00 79.93% -49.70%

泸州众康农业检测

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0.08 600 0.00% -99.99%

小计 18,879.73 39,600.00 100.00%

向关联提

供劳务

四川中蓝国塑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0 1000 0.00% -100.00%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33.42 950 51.73% -64.90%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11.09 750 48.27% -58.52%

小计 644.51 2,700.00 100.00%

向关联人

租赁资产

泸天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租赁资产 2,078.63 5,000.00 100.00% -58.43%

小计 2,078.63 5,000.00 100.00%

合计 32,915.07 119,460.00

二、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注册地点 关联关系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谭光军 102,802.93

化学原料、 产品制造

与销售等

四川省泸州市 控股股东

泸州天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姜杰 980

塑料产品、 塑料加工

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一控股股东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李勇 9,000

化学原料、 产品制造

与销售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一控股股东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蒋平 758.73

资产委托经营管理；

销售百货、 日杂用品

等

四川省泸州市 联营企业子公司

泸州盛源运业有限公司 李文 700 运输服务 四川省泸州市 联营企业子公司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

熊辉 4,300

设备检查、修理、吊装

服务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一控股股东

四川中蓝国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吴冬萍 94,745

新材料技术开发、推

广服务、聚碳酸酯

四川省合江县 参股企业

泸州众康农业检测有限公司 张静 500

检测服务、 检验检测

技术培训、 咨询服务

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一控股股东

主要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11月30日

单位：元

主要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340,307,196.01 5,958,471,407.37 6,177,643,979.08 211,510,833.42

泸州天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37,779,502.51 14,526,778.86 23,131,093.38 -1,121,744.80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175,646,577.20 -1,545,738.33 173,986,207.52 -2,020,811.66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68,390,944.67 20,881,398.73 31,191,311.29 2,645,018.38

泸州盛源运业有限公司 9,161,811.43 3,383,383.80 968,734.34 265,379.53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68,862,486.14 25,282,597.99 53,251,932.78 2,258,459.84

四川中蓝国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226,736,211.09 690,037,495.56 348,976,493.08 -58,014,033.06

泸州众康农业检测有限公司 11,016,031.16 6,473,752.78 7,662,463.49 965,040.94

2、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各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其财务及经营状况分析，均具备充分

的履约能力，日常交往中能够遵守合同约定，不存在对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的制

定主要依据市场价格，若无市场价格的，由双方参照成本加适当利润协商定价，并根据市场

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作相应调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各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将严格遵循《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公司制

定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开展贸易业务所必需的并将持续进行， 对公

司主营业务发展、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的作用。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以市场公

允价格为基础，体现了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

与各关联方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业务往来，并且各关联方交易金额占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和对外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比例较小，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事前表示认可，事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以上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本次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进行了回避表决，会议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