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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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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

各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自愿平等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乐山和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邦农科”）、

四川和邦盐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邦盐矿”）、与关联人四川顺城盐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城盐品”）、四川和邦集团乐山吉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吉祥煤业”）、乐山市犍为寿保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保煤

业”）、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犍为桅杆坝煤矿（以下简称“桅杆坝煤矿”）

预计发生的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详见下表： 

交易主体 关联人 关联交易事项 

和邦生物 顺城盐品 采购工业盐 

和邦生物、和邦农科 吉祥煤业 

 

采购煤炭 

和邦生物、和邦农科 寿保煤业 采购煤炭 

和邦生物、和邦农科 桅杆坝煤矿 采购煤炭 

和邦盐矿 顺城盐品 销售卤水 

 



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于2021年4月26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曾小平、贺正刚、宋克利、莫融、杨红武对

相关交易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等交易事前认可，并于董事会上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认为：公司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关联交易系合理、合法，价格

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顺城盐品 10,000.00 7,816.22  - 

小计 10,000.00 7,816.22  -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和动力 

吉祥煤业 10,000.00 6,720.18  - 

寿保煤业 6,000.00 2,063.28  - 

桅杆坝 4,000.00 1,239.45  - 

小计 20,000.00 10,022.91  -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顺城盐品 5,000.00 4,411.36  - 

小计 5,000.00 4,411.36  - 

合计  35,000.00 22,250.49  -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顺城盐品 9,000.00 100.00 1,192.66  7,816.22  100.00 - 

小计 9,000.00 100.00 1,192.66  7,816.22  100.00 - 

向关联人购买

燃料和动力 

吉祥煤业 8,000.00 22.86 203.06  6,720.18  19.41  - 

寿保煤业 4,000.00 11.43 - 2,063.28  5.96  - 

桅杆坝 3,000.00 8.57 - 1,239.45  3.58  - 

小计 15,000.00 42.86 203.06  10,022.91  28.95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顺城盐品 5,000.00 38.00 1,163.00 4,411.36 36.74 - 

小计 5,000.00 38.00 1,163.00 4,411.36 36.74 - 

合计   29,000.00 - 2,558.72 22,250.49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顺城盐品：公司持有该公司 49%股权。2004年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和四川省盐业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后 2010 年 9月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将顺城盐品 49%股权转让给本公司。住所为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沔坝村，企

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辉，注册资本 14,000万元。 

顺城盐品主要从事盐产品的制造、加工、销售，2020年末总资产 42,573.95

万元、净资产 34,977.94 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397.40 万元、净利

润 1,963.94万元。 

2、吉祥煤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和邦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和邦集团持有其 67%

的股权。住所为乐山市五通桥区金粟镇吉祥街，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许旭东，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吉祥煤业主要从事煤炭开采、销售，2020年末总资产 20,664.42 万元、净

资产 9,355.38 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116.16万元、净利润 217.44万

元。 

3、寿保煤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和邦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住所为乐山市犍为

县敖家镇青山村一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旭东，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寿保煤业主要从事销售煤炭、矸石，2020年末总资产 24,290.74 万元 、净

资产 3,961.02 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953.31万元、净利润-701.51

万元。 

4、桅杆坝煤矿：为公司控股股东和邦集团的分公司。住所为乐山市犍为县

敖家镇，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负责人朱军。 

桅杆坝主要从事煤炭开采、销售，2020 年末总资产 11,794.98万元 、净资

产 10,133.75 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090.35万元、净利润-480.08万

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顺城盐品因公司关联自然人贺正刚、莫融、宋克利担任该公司的董事，

而具有关联关系，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以及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吉祥煤业因公司控股股东和邦集团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该关联人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以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

（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寿保煤业因公司控股股东和邦集团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该关联人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以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

（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桅杆坝煤矿因是公司控股股东和邦集团的分公司而具有关联关系，该关

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以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顺城盐品的前期购买工业盐、销售卤水的关联交易，吉祥煤业、寿保

煤业、桅杆坝煤矿（三家公司以下简称“煤矿公司”）的前期购买煤炭的关联交

易已按合同执行完毕。顺城盐品主要为制盐产业，煤矿公司主要从事煤炭开采、

销售。公司的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均良好，供货、付款及时，履约能

力充分。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向顺城盐品购买工业盐，作为公司联碱装置生产纯碱、氯化铵的原

材料。公司向顺城盐品采购工业盐，采用市场化定价原则。公司于 2012年 12

月 31日与顺城盐品签订《工业品买卖长供合同》，合同约定公司根据生产需要，

向顺城盐品提前通知供盐计划，不管市场紧俏程度如何，顺城盐品对于公司提出

的供盐计划，应优于其他第三方安排保障供应；双方定价方法为：按顺城盐品当

月向第三方售价的加权平均价格结算。经双方签署且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生效，若涉及按公司规范要求，本合同需重新上股东大会或履行其

他内部批准程序的，按公司内部批准程序所确定的效力执行，除非，顺城盐品书

面通知买受人不接受。 

2、公司向煤矿公司购买煤炭，作为公司生产的动力煤。公司向煤矿公司采

购煤炭，采用市场化定价原则。公司于 2012年 12月 31日与吉祥煤业签订长供

合同，和邦农科于 2015年 5月 26日与吉祥煤业签订长供合同，公司于 2015年



3月 31 日与寿保煤业签订长供合同，和邦农科于 2015年 8月 26日与桅杆坝煤

矿签订合同。合同约定公司根据生产需要，向煤矿公司提前通知供煤计划，不管

市场紧俏程度如何，煤矿公司对于公司提出的供煤计划，应优于其他第三方安排

保障供应；公司与煤矿公司的定价方法如下：（1）按公司向第三方购煤的加权

平均价计算；（2）若公司未向第三方购煤，则按煤矿公司当月向第三方售价的

加权平均价格结算；（3）若公司未向第三方购煤，且煤矿公司未向第三方售煤，

则交易双方按当月本地域同质煤炭的市场价格结算。上述签订合同经交易双方签

署之日起生效（其中公司与吉祥煤业的长供合同为签署之日且 2012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若涉及按公司规范要求，本合同需重新上股东大会或

履行其他内部批准程序的，按公司内部批准程序所确定的效力执行，除非，吉祥

煤业、寿保煤业、桅杆坝煤矿明确书面通知公司不接受。 

3、公司向顺城盐品销售卤水，作为其制盐的原材料。卤水关联交易价格是

长期协议价。经双方平等协商，2012年 12 月 31日和邦盐矿与顺城盐品签订的

《长供合同》，双方确定了卤水购销采用长期协议价格。经双方签字、盖章且出

卖人母公司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生效，若涉及按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规范要求，本合同需重新上股东

大会或履行其他内部批准程序的，按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批准程

序所确定的效力执行，除非，顺城盐品明确书面通知公司不接受。合同存续期间，

若遇原材料、员工工资、电价、税赋等调价因素，双方据实协商调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向顺城盐品购买工业盐，因盐是公司化工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之一，故需

采购工业盐。公司所处区域盐矿资源丰富，顺城盐品紧邻公司厂区，通过传送带

输送至公司，几乎无运输成本。该等关联交易符合经济性原则。关联交易定价采

用顺城盐品当月向第三方工业盐平均售价，按月计算，先货后款，而且其为公司

参股公司，顺城盐品经营损益，51%归属于四川省盐业总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

该类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2、向煤矿公司购买煤炭，因公司生产需要利用煤炭作为动力来源。煤矿公

司矿区与公司同位于乐山市，运距短，运输成本较低，出于便利性和经济性的考

虑，公司所需煤炭大多向煤矿公司采购。公司采购按市场化定价、结算，未损害



发行人及股东的利益，并有力地保障了公司的能源供应。 

3、向顺城盐品销售卤水，因顺城盐品制盐生产基地的需求稳定，公司卤水

销售具有稳定性。其为公司参股公司，顺城盐品经营损益，51%归属于四川省盐

业总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公司不存在通过与顺城盐品的关联交易向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输送利益的可能，该类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工业品买卖长供合同》、《长供合同》共 6

份协议书。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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