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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
（星期三）在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通过邮件的方
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其中：通讯方式出席董事 2 人，分别为端木
梓榕、杨彪）。
会议由董事长刘艺召集并主持，部分监事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积极参与到建设广东供销放心农产品产销对接网络工程，打造“
省级运营平台 + 区域配送中心 + 直
供基地” 的广东供销放心农产品直供配送网络。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广东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等 65 家公
司共同发起成立广东供销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此事项出具了核
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公
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联董事刘艺、姚伟英、柯英超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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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星期
三）在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
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其中，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 人，为：高淑萍、李俊
伟）。
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监事推举监事杨丽女士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公司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助于公司积极参与到建设广东供销放心农
产品产销对接网络工程，打造“
省级运营平台 + 区域配送中心 + 直供基地” 的广东供销放心农产品直供配
送网络。 本次投资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与广东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等 65 家公司共同发起成立广东供销农产品股份有限
公司（暂定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公
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联监事杨丽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999

证券简称：天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0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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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广东省进一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打造为农服务生力军行动计划》（粤办发〔2020〕37 号）及省社推
省供销集
动建设广东供销放心农产品产销对接网络的部署要求，由广东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团” ）统筹整合供销系统农产品生产服务、冷链物流、销售渠道等优势资源，打造“省级运营平台 + 区域配
送中心 + 直供基地” 的广东供销放心农产品直供配送网络。 现省供销集团拟与有关成员企业联合各市县供
销社共同发起成立广东供销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供销农产品公
司” ），作为广东供销放心农产品产销对接省级运营平台，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其中，省供销集团认缴 8,
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7.33%；公司、广东新供销天润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粮油集团” ）、
天业冷链集团” ）、广东供销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运营
广东新供销天业冷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基地公司” ）各认缴 1,500 万元，各占注册资本的 5%；其余出资人共认缴 15,8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2.67%。
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持有省供销集团 100%股权；省供销集团持有基地公司
51%股权；广东粤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持有天润粮油集团 100%股权，天业冷链集团
4.4133%股权， 广东省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100%股权， 广东省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持有天业冷链集团
86.4192%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并基于上述等情况，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
董事刘艺、姚伟英、柯英超回避表决，关联监事杨丽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
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投资方基本情况
（一）广东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广东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MA553BU67R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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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忠
成立日期：2020 年 08 月 04 日
营业期限：2020-08-04 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菜园东路 75-81 号四层 401
经营范围：农作物种植；农副产品加工；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销售；资本运营、股权投资及咨询；项目投
资、经营及管理；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运营和管理，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仓储服务；
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大数据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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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持有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
2、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
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省供销集团由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全资设立，于 2020 年 8 月 4 日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 省供销集团是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社有资产和股权持有管理平台，不从事具体经
营业务，按照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党组和理事会（社资委）确定的权责清单开展工作。
未来三年内，省供销集团将围绕“
为农服务、做强主业，优化层级、强化管理，加强合作、协同发展，党建
引领、完善治理” 的原则，在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的授权范围内，按“
六个统筹”（战略统筹、财务统筹、资金
统筹、项目统筹、人力资源统筹和品牌统筹）的工作思路，依托现有主营业务板块，推动社有资本向为农服
务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集中，做强做实主业，打造具有供销合作理念、供销合作服务、供销合作文化的广东
供销品牌。
2020 年度，省供销集团资产总额 5.79 亿元，净资产 5.78 亿元；无营业收入，净利润 -200.97 万元。
3、关联关系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持有省供销集团 100%股权，为公司的关联方。
4、省供销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广东新供销天润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广东新供销天润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692443696Y
注册资本：人民币 8,482.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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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进
成立日期：2009 年 08 月 04 日
营业期限：2009-08-04 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广州市荔湾区中山八路 46 号八楼
经营范围：收购、加工、连锁经营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农产品、农副产品，粮油，水产，三鸟禽兽，干鲜
果品，蔬菜，干菜；连锁、批发和零售：日用百货，饲料，包装材料，酒；仓储，物业管理、出租；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商贸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
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含酒精饮料、乳制品）、茶叶作
物及饮料作物批发及零售；非酒精饮料及茶叶批发零售；散装食品（不含现场制售），普通货运（以上各项
凭本公司有效许可经营）；物流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服务；为委托人提供货
物装卸服务。 零售：卷烟、雪茄烟（由分公司另办照经营）；谷物种植，豆类、油料、薯类种植，蔬菜、食用菌及
园艺作物种植；水果、坚果、含油果、香料及饮料作物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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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广东粤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广东新供销天润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
为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
2、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
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 12 月 31 日
2020年 12 月 31 日
主要项目
（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0,219.88

负债总额

109,173.36

119,393.48

所有者权益

11,046.52

13,283.76

16,606.64

9,216.26

应收账款
主要项目

132,677.25

2019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2020年 1 月 -12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2,528.10

91,052.57

营业利润

1,430.48

702.00

净利润

1,354.13

60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29.20
-364.70
3、关联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广东粤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天润粮油集团 100%股权，为公司的关联方。
4、天润粮油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广东新供销天业冷链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广东新供销天业冷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76012063L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329.3539 万元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邦郁
成立日期：2011 年 05 月 27 日
营业期限：2011-05-27 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东江大道 132 号三号楼第八层南
经营范围：农业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其他肉类零售（猪、牛、羊肉除外）；干果、坚果批发；水果批发；冷
冻肉批发；仓储代理服务；蛋类批发；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仓储咨询服务;饲料批发；冷冻肉零售；水
产品批发；其他农产品仓储；蔬菜批发；水产品零售；广告业；饲料零售；物流代理服务；海味干货批发；供应
链管理；干果、坚果零售；茶叶作物及饮料作物批发；收购农副产品;蛋类零售；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海味
干货零售；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谷物、豆及薯类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谷物副
产品批发；包装材料的销售；装卸搬运；水果零售；技术进出口；蔬菜零售；运输货物打包服务；道路货物运输
代理；物业管理；汽车租赁；肉制品零售；散装食品批发；熟食零售；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豆制品零售；散
装食品零售；糕点、糖果及糖批发；粮油零售；非酒精饮料、茶叶批发；肉制品批发（鲜肉、冷却肉除外）；非酒
精饮料及茶叶零售；调味品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货物专用
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罐式）；第三方药品现代物流业务（接受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委托储存配送药
品，特殊管理的药品除外）；普通货物运输（搬家运输服务）。
股权结构：广东省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持股 86.4192%；广州市白云区供销总公司持股 4.4133%；广东粤
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 4.4133%；广州市供销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5307%；广东新供销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1.2235%。 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
2、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
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天业冷链集团成立于 2011 年，是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 公司专注于农副产品的冷链物流和经销配送业
务，包括冷冻肉类、速冻食品、水产品、蔬果等冷藏、冷链物流和分拣包装等综合性服务，并承接政府储备肉
等政府民生工程。 天业冷链集团是广东省网络布局最广、实际投入使用量最大的冷链物流企业，在广东地区
拥有 9 座冷库共 16 万吨的实际库容。 公司正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和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的指导下，致力于广
东供销公共型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骨干网项目建设，计划用三年时间，基本构建覆盖全省特色优势农
产品主产区和主销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一体化农产品冷链物流保障体系。 目前，冷链骨干网启动项目
44个，涉及 19 市 41 县（区），规模不断发展。 公司近三年企业经营稳健，财务状况良好。
单位：元
2019年 12 月 31 日
2020年 12 月 31 日
主要项目
（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1,518,301.27

2,022,900,320.81

负债总额

219,974,095.35

1,866,437,181.31

所有者权益

121,544,205.92

156,463,139.50

应收账款

17,982,328.73

19,939,281.83

主要项目

2019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2020年 1 月 -12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1,680,230.86

299,899,136.59

营业利润

6,092,329.86

6,306,869.69

净利润

5,828,047.69

4,618,24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236,920.96

122,103,767.56

3、关联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广东粤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天业冷链集团 4.4133%股权及广东省农业生产资料总
公司 100%股权，广东省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持有天业冷链集团 86.4192%股权，为公司的关联方。
4、天业冷链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广东供销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运营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广东供销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运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22MA54XF676U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408.16 万元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伟进
成立日期：2020 年 06 月 30 日
营业期限：2020-06-30 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博罗大道中 535 号
经营范围：农副食品加工；投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物业管理；物流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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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广东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1%；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49%。 实际
控制人为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
2、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
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基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成立，目前正处于项目建设初期。
单位：万元
2019年 12 月 31 日
2020年 12 月 31 日
主要项目
（未成立）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006.95

负债总额

14,034.99

所有者权益

-28.04

应收账款

0.00
主要项目

2019年 1 月 -12 月
（未成立）

2020年 1 月 -12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营业利润

-28.04

净利润

-2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4.32
3、关联关系
省供销集团持有基地公司 51%股权，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持有省供销集团 100%股
权，为公司的关联方。
4、基地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其他投资方基本情况
1、广州市广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尧隆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二马路 12 号七楼自编 721 房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房屋租赁；投资咨询服务；其他仓储业
（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
股权结构：广州市供销合作总社持有广州市广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广州市广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联关系。
广州市广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佛山市供销企业集团
法定代表人：何志强
企业性质：联营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 100 号一座 2404 室自编之一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03.2 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货车，摩托车及配件；农副产品收购。
股权结构：佛山市供销合作社持有佛山市供销企业集团 100%股权。
佛山市供销企业集团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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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供销企业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东莞市东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沛然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南城街道元美中路菊香苑 8 幢二层写字楼 201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6,600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物业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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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
认缴出资额
股东单位名称
出资比例
（单位：万元）
东莞市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1100

16.667%

广东省东莞虎门供销社

1100

16.667%

东莞市常平供销社

500

7.576%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供销社

500

7.576%

广东省东莞市茶山供销社

500

7.576%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供销社

400

6.061%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供销社

300

4.545%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供销社

200

3.030%

东莞市黄江供销社

200

3.030%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供销社

200

3.030%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供销社

200

3.030%

东莞市长安供销社

100.03

1.517%

广东省东莞市石碣供销社

100

1.515%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供销社

100

1.515%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供销社

100

1.515%

广东省东莞市高埗供销社

100

1.515%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供销社

100

1.515%

东莞市拍卖行

100

1.515%

东莞市东坑供销社

100

1.515%

广东省东莞市谢岗供销社

100

1.515%

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供销社

100

1.515%

广东省东莞市石排供销社

100

1.515%

广东省东莞市桥头供销社

33.33

0.505%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供销社

33.33

0.505%

广东省东莞市企石供销社

33.33

0.505%

广东省东莞市洪梅供销社

33.33

0.505%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供销社

33.33

0.505%

广东省东莞市麻涌供销社

33.33

0.505%

广东省东莞市万江供销社

33.33

0.505%

广东省东莞市中堂供销社

33.33

0.505%

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供销社

33.33

0.505%

合计
6,600
100%
东莞市东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联关系。
东莞市东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中山市瑞丰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俊东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山市石岐区中山二路 16 号一栋三楼一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百货、纺织品、空调制冷设备、电子计
算机及配件、音响器材、金属材料（专营专控材料除外）（不设门市、仓储）；自有物业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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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中山市供销企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中山市瑞丰贸易有限公司 90%股权；中山市裕佳实
业有限公司持有中山市瑞丰贸易有限公司 10%股权。
中山市瑞丰贸易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关系。
中山市瑞丰贸易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惠州市供销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建明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惠州市三新南路 16 号供销大厦 6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农业机械、农具、农药、化肥、农用薄膜、初级农产品，农产品加工，农业技术开发及咨询
服务，仓储服务，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股权投资，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物业管理。
股权结构：惠州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持有惠州市供销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
惠州市供销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联关系。
惠州市供销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汕头市新供销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伟杰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汕头市迎春路 3 号 311 号房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经营范围：连锁经营批发零售：百货，家用电器，五金制品，金属材料，机电设备，纺织品，工艺美术品
（象牙、犀角及其制品除外），通讯设备，饲料，大米，鲜活农产品，鲜活水产品；收购、销售：农副产品（粮食、
棉花除外）；食品销售；仓储服务，配送服务；物业租赁，企业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农产品种
植；水产品养殖；园林绿化；生态农业基地观光；医疗器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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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汕头市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汕头市新供销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95%股权；汕头
市供销社天盟农资配送有限公司持有汕头市新供销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5%股权。
汕头市新供销商贸连锁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汕头市新供销商贸连锁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湛江市供销储运物资供应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君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东一路一号三栋六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335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除危险品）：金属材料、电气机械及器材、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用于农业生产的农
药（不含杀鼠剂及危险化学品）；销售：汽车零配件、建筑材料、五金产品、化工产品、日用百货、饲料、农副产
品（除烟草批发）；自主物业租赁。 （以上所以经营项目除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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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湛江市供销合作联社持有湛江市供销储运物资供应公司 100%股权。
湛江市供销储运物资供应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联关系。
湛江市供销储运物资供应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江门市供销合作联社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法定代表人：吴展鹏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江门市上步路 57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6 万元
经营范围：管理，服务，按授权对江门市供销合作联社资产进行经营、管理、产权转让、重组、咨询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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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江门市供销合作联社持有江门市供销合作联社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100%股权。
江门市供销合作联社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江门市供销合作联社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肇庆市供销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简宁浩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肇庆市端州区正东路 63 号供销大厦三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仓储，收购、销售：农副产品；（以下项目由下属分支机构经营）收
购、销售：农副产品、日用品、预包装食品、水产品、冷冻食品、肉类、蔬菜、家禽、禽蛋；再生资源回收，生猪繁
育、饲养，肉鸡饲养，塘鱼饲养，种植水果，水产养殖，收购、加工、销售：肉及其制品、水产品。
股权结构：肇庆市供销合作联社持有肇庆市供销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肇庆市供销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肇庆市供销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阳江市土产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奎宁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阳江市江城区环城南路土产综合批发市场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0 万元
经营范围：付土产品，建材、电器，百货，家用电器，粮油，饲料，副食品，服装，柴炭竹，茶叶类（以上项目
限设分支机构使用）；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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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阳江市供销合作联社持有阳江市土产公司 100%股权。
阳江市土产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
系。
阳江市土产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茂名市供销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古大平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茂名市文明北路 268 号大院 1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经营范围：受委托管理企业的资产管理和运营、股权管理和运营、组织资产重组、优化配置、经营及管
理；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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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茂名市供销合作联社持有茂名市供销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股权。
茂名市供销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茂名市供销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广东省韶关市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志刚

企业性质：内资企业法人
注册地址：韶关市武江区武江北路 393 号 D 栋二楼 223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45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农业生产资料、农副土特产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矿产品（不含稀有、贵重金属产
品）、化工原料（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品、剧毒化工原料）、金属材料（不含稀有、贵重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不含沙石等易扬尘类建筑材料）、棉麻制品、饲料、畜产品、汽车及配件、食品、茶具；零售：烟；电子商务
（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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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韶关市供销合作社持有广东省韶关市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 100%股权。
广东省韶关市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广东省韶关市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3、潮州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荣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潮州市嵩山路安居楼六幢 20 号门市(首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7.1 万元
经营范围：进出口、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农业生产资料、农药品（不含杀鼠剂）等商品的出口和农业生
产资料、农药（不含杀鼠剂）等商品的进口（具体按粤经贸进字【1993】231 号文经营）；农用薄膜；房屋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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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潮州市供销合作联社持有潮州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100%股权。
潮州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关系。
潮州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4、梅州裕民农产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波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梅州市梅县区新城办事处楣杆北路 7-4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0 万元
经营范围：农产品销售及进出口；农业种植；食品销售；房地产租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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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梅州市供销合作社持有梅州裕民农产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
梅州裕民农产品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关系。
梅州裕民农产品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5、河源市河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厦滨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源市源城区河源大道北 200 号第一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60 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资产经营和管理，实业投资、经营及管理，家政服务；农副产品销售（肉类及蔬菜
初级农产品除外）、日用品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制作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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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河源市供销合作联社工会委员会持有河源市河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股权。
河源市河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联关系。
河源市河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6、揭阳市供销贸易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小青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揭阳市东山区七号街以东二号路以南（特美思酒店东侧）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农副产品、食品、日用百货、五金工具、家用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针织品、
服装、钟表、表带、摩托车、自行车、建筑材料；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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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揭阳市供销合作联社持有揭阳市供销贸易总公司 100%股权。
揭阳市供销贸易总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联关系。
揭阳市供销贸易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7、汕尾市新供销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俊鹏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汕尾市区汕尾大道中段西北侧泰兴苑商住楼 803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农用机械及配件，农副产品购销，日用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 销
售：化肥、农药、农用薄膜、不再分装的包装种籽、农用机械及配件，农副产品购销，日用品销售；再生资源回
收，三防物资储存购销，其他国内贸易；农产品加工，分拣、冷链储存、配送销售；农业新技术、 农作物新品种
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应用及研究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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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汕尾市供销合作联社持有汕尾市新供销商贸有限公司 100%股权。
汕尾市新供销商贸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联关系。
汕尾市新供销商贸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8、云浮市云供投资与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炎荣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云浮市云城区云城街道星岩一路 3 号前座五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自有资产投资与经营管理；物业租赁；物业服务；物业管理；其他企业管理服务；对农、林、牧、
渔产业项目投资；商业、商品贸易项目投资；房地产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互联网、电子商务网络商业项
目投资；文化体育产业项目投资；文化体育产业的开发、自有资金投资；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运营及企业管
理；文化场馆、体育场馆、公园的运营管理；体育设施设备租赁；销售：日用杂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
品（不含活禽畜）、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机械；冷链物流配送；再生资源回收、加工（不含固体废物、危险废
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仅限属下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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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云浮市供销合作联社持有云浮市云供投资与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云浮市云供投资与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云浮市云供投资与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深圳市龙岗区供销合作联社
法定代表人：麦植灵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如意路 245 号供销合作大厦五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针棉纺织品，建材，钢材，铝材，装饰材料，文化体育用
品，饲料，工艺品，汽车配件，化工原料（不含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购销（以上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
股权结构：龙岗区贸发局持有深圳市龙岗区供销合作联社 100%股权。
深圳市龙岗区供销合作联社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龙岗区供销合作联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0、佛山市禅城区新供销天裕农产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鉴成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忠信路 1 号首层 6 号铺之一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万元
经营范围：食品经营；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 （依法需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相关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水产
品批发；水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 （除依法需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佛山市禅城区供销合作联社持有佛山市禅城区新供销天裕农产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
佛山市禅城区新供销天裕农产品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佛山市禅城区新供销天裕农产品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1、佛山市高明区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俊宇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佛山市高明区荷城玫瑰路 39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429.7 万元
经营范围：肥料，农药（危险化学品除外），薄膜。 喷雾器，铁木农具，竹木制品，农用塑料制品，农用麸
类，水泥，钢材，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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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佛山市高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持有佛山市高明区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100%股权。
佛山市高明区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佛山市高明区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2、惠州市惠阳区供销综合贸易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加选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惠阳区人民四路 23 号 6 楼(仅作办公使用)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1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家用电器、日用百货、自行车、农业生产资料、农用金属工具、钢材、水泥、农产品；农产
品冷链物流；农产品配送；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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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惠州市惠阳区供销合作联社持有惠州市惠阳区供销综合贸易公司 100%股权。
惠州市惠阳区供销综合贸易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惠州市惠阳区供销综合贸易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3、惠州市惠城供销盈通农贸配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游文胜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新茂路 1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按《食品流通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销售：卷烟、雪茄烟（另设分支机构经
营）；一般经营项目：农业种植（另设分支机构经营）；初级农产品销售、配送；销售：日用品、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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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惠州市惠城区仍图供销合作社持有惠州市惠城供销盈通农贸配送有限公司 51%股权。
惠州市惠城供销盈通农贸配送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惠州市惠城供销盈通农贸配送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4、博罗县供销社联营贸易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纪强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惠州市罗阳镇博惠路 142 号 105 第一、二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3 万元
经营范围：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收购农副产
品;谷物副产品批发；蔬菜批发；水果批发，干果、坚果批发；水果零售；蔬菜零售；干果、坚果零售；海味干货
批发；海味干货零售；谷物、豆及薯类批发，包装材料的销售；水产品零售；茶叶作物及饮料作物批发；场地租
赁（不含仓储）；房屋租赁；预包装食品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散装食品批发；非酒精饮料、茶叶批发；互联
网销售、家用电器（不含商场、仓库）。
股权结构：博罗县供销合作联社持有博罗县供销社联营贸易公司 100%股权。
博罗县供销社联营贸易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联关系。
博罗县供销社联营贸易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5、汕头市濠江区供销社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卫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汕头市濠江区海旁路 60 号新乐园 21 幢 2 楼之一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 万元
经营范围：对本级社有资产进行管理运营、项目投资、组织重组及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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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汕头市濠江区供销合作社持有汕头市濠江区供销社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汕头市濠江区供销社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汕头市濠江区供销社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6、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供销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曾炜栋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中寨居委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1 万元
经营范围：图书批发、食品销售，销售：化肥、农药、农具，塑料原料及制品，农副产品，棉布，针纺织品，百
货，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文体用品，钟表，眼镜，鞋帽，玩具，洗涤用品，化妆品。 [以下项目由分支
机构经营]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烟、电话通信设备，计算机办公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摩托车
及零部件，照像器材，空白录音录像磁带，农业生产技术咨询指导服务，烹饪技术指导服务，电话通信设备，
计算机办公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摩托车及零部件，照像器材，空白录音录像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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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供销合作社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联关系。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供销合作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7、廉江市供销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平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东省廉江市人民大道东 87 号六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万元
经营范围：对本市供销系统企业资产经营管理；为本市供销系统企业的资产管理和并购提供服务；物业
出租及管理；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种植业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业务)
股权结构：廉江市供销合作联社持有廉江市供销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廉江市供销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廉江市供销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8、鹤山市供销社址山竹场
法定代表人：叶仕协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鹤山市址山镇马坳
注册资本：人民币 3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化肥、农药；农业、林业种植销售，渔业、畜牧业饲养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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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鹤山市供销合作联社持有鹤山市址山供销社址山竹场 100%股权。
鹤山市供销社址山竹场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联关系。
鹤山市供销社址山竹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9、开平市供销众联资产管理中心
法定代表人：方维汉
企业性质：内资企业法人
注册地址：开平市三埠长沙幕桥东 32 号二幢首层第六卡
注册资本：人民币 85 万元
经营范围：接受市联社授权对市联社的社有资产及属下基层社的社有资产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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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开平市长沙供销社持有开平市供销众联资产管理中心 100%股权。

开平市供销众联资产管理中心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联关系。
开平市供销众联资产管理中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0、台山市天润农产品市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少河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台山市冲蒌镇环镇北路 26 巷 1 号、30 巷 1 号(红岭工业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
经营范围：摊位出租、物业管理；购销：农产品、日用杂品、农业生产资料。 批发兼零售、网上销售：预包装
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大米、鲜肉类、冷冻肉品、水产品；农产品初级加工；零售：烟草制品（上述经营项目
由分支机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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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台山市供销社农副产品购销有限公司持有台山市天润农产品市场有限公司 65%股权；江门
市供销合作联社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持有台山市天润农产品市场有限公司 35%股权。
台山市天润农产品市场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关系。
台山市天润农产品市场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1、江门市新会区新供销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启文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冈州大道东 32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8 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纺织品、仪器仪表、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电子计算机及其配件、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饲料、食品；收购和销售：农副产
品；物业租赁，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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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 江门市新会区新网工程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江门市新会区新供销商贸有限公司 50%股权；江
门市新会区供销社新辉贸易公司持有江门市新会区新供销商贸有限公司 50%股权。
江门市新会区新供销商贸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联关系。
江门市新会区新供销商贸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2、怀集县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红枝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怀集县幸福街道解放南路 18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及网销售：食品，农产品（不含（不含活禽、鲜肉类、鲜活水产品、蔬菜），农副产品、土特
产品（干货），针纺织品，文体用品，酒类，冰冻食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床上用品，图书，音像制品；零售：
烟草制品；电子商务；商品配送服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管理属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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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怀集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持有怀集县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 100%股权。
怀集县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联关系。
怀集县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3、阳春市佳能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湛振雅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阳春市春城街道同兴路 30 号（城北榄木岗开发区 B 区西 15、1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爆竹类、烟花类（分支机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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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阳春市春城供销社持有阳春市佳能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88%股权；阳春市副食品公司持有阳
春市佳能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12%股权。
阳春市佳能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联关系。
阳春市佳能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4、阳西县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克达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阳西县城永安一街 10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 万元
经营范围：接受县供销合作联社授权对县供销合作联社资产进行经营、管理及咨询服务；物业服务；生
产性、非生产性废旧金属以及非金属再生资源的回收、销售。
股权结构：阳西县供销合作联社持有阳西县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阳西县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联关系。
阳西县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5、阳江市阳东区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奇奋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阳江市十里阳东林业新村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
经营范围：接受区联社授权对区联社资产进行经营、管理及咨询服务；物业服务；生产性、非生产性废旧
金属以及非金属再生资源的回收、销售（另设分支机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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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阳江市阳东区供销合作联社持有阳江市阳东区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阳江市阳东区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阳江市阳东区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6、高州市供销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茂生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高州市潘州中路 78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 万元
经营范围：受委托的供销社资产管理和经营、股权管理和经营、组织资产重组、优化配置、物业经营及管
理。 （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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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高州市供销合作联社持有高州市供销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股权。
高州市供销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关系。
高州市供销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7、化州市供销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名华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化州市橘城路 80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 万元
经营范围：受托的供销社资产管理和运营；股权管理和运营；组织资产重组；优化配置；经营及管理；物
业经营及管理（涉及行政审批的凭有效行政审批经营） ；销售：日用杂品，食品，农副产品，回收废旧物资
（不含危险废物）。 （涉及行政许可的限下属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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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化州市供销合作联社持有化州市供销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股权。
化州市供销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关系。
化州市供销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8、茂名市电白区金大地农产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卫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澄波街 55 号三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农副产品、水产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食用油，干果，坚果，肉类熟食制品，
面粉，米面制品，豆制品，方便食品，烹调佐料）、家禽、肉类、蛋类、蔬菜、水果；零售：酒类、冷藏、初级加工；
农副产品。
股权结构：茂名市电白区供销合作社持有茂名市电白区金大地农产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
茂名市电白区金大地农产品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茂名市电白区金大地农产品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9、茂名市茂南区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焕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茂名市红旗南路 260 号 2 层 202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经营范围：受委托管理企业的资产管理和运营、物业管理，项目投资，环保工程，农业科技服务，农业机
械服务，冷链运输；日用品批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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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茂名市茂南区供销合作联社持有茂名市茂南区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茂名市茂南区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茂名市茂南区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0、南雄市助农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涛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南雄市雄州镇环城东路 65 号 3 号房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
经营范围：农业技能培训、农技咨询服务；农村电商；土地流转；销售：农资产品、农业机械、日用品；农产
品购销加工；冷链物流配送；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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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南雄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持有南雄市助农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
南雄市助农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联关系。
南雄市助农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1、英德市果菜副食品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少铭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英德市英城光明路与仙水路交汇处祥云碧峰华府 54 号之二
注册资本：人民币 56 万元
经营范围：水果、蔬菜、肉类、农副产品（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下属分支经营）销售；卷烟、雪茄烟、罚没国外烟草制吕、酒类（下属分支经营）零售。 日用
百货、日用杂品、荆编织品、家具、竹木制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家用电子产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英德市供销合作总社持有英德市果菜副食品公司 100%股权。
英德市果菜副食品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联关系。
英德市果菜副食品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2、丰顺县供销合作联社基层中心社
法定代表人：徐国安
企业性质：内资企业法人
注册地址：丰顺县汤坑镇世纪大道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化肥、农药、日用工业品、种子、种苗，兼营粮油农产品（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丰顺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持有丰顺县供销合作联社基层中心社 100%股权。
丰顺县供销合作联社基层中心社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丰顺县供销合作联社基层中心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3、蕉岭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法定代表人：黄桂庭
企业性质：事业单位法人
注册地址：蕉岭县蕉城镇东湖路 47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1 万元
经营范围：农业生产资料、烟花爆竹、废旧金属、农副产品。
蕉岭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关系。
蕉岭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4、梅州市梅江区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兴岳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梅州市梅江区法政路 15 号首层之三之四及第二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 万元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实业。
股权结构：梅州市梅江区供销合作联社持有梅州市梅江区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梅州市梅江区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梅州市梅江区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5、五华县福华供销百货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赖秋华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五华县水寨镇前进街 65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日用百货、日杂用品、文具、玩具、家电、交电、塑料制品、针棉织品；如下项目设分支机
构经营：国产卷烟、食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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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广东省五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持有五华县福华供销百货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五华县福华供销百货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五华县福华供销百货发展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6、兴宁市兴供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雄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兴宁市兴城高华路 148 号市供销联社办公楼三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 万元
经营范围：农产品、水产品、五金、食品销售；货运经营；物流代理服务；货物打包、装卸、搬运、运输、报
关、检验服务代理；汽车租赁；物业管理；仓储业；货物进出口业务；第三方药品现代物流业务；现代农业综合
开发投资；农业品种植、销售；水产品养殖、销售；农业技术知识培训；农业生产资料销售；再生资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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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兴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持有兴宁市兴供商贸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兴宁市兴供商贸有限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关系。
兴宁市兴供商贸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7、平远县供销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志平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平远县大柘镇站前路 4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 万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农副产品、五金交电、钢材、建筑材料、废旧物资、农药（禁用及剧毒农药除外）化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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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平远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持有平远县供销总公司 100%股权。
平远县供销总公司与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
关系。
平远县供销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下转 B4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