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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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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预计 2021 年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生关联

交易的关联人，主要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的除公司及公司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法人。公司与前述关联人之间的日常交易主要是公司向其

采购原材料、产品（主要用于员工福利）、承包土地、租赁仓库或房屋、委托代

理出租旧厂房等，及关联人向公司采购产品、提供服务等，均属日常经营活动。

预计 2021 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前述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总计约为人民币 4,855.83 万元。 

（二）审议情况 

1、公司于 2021 年 1月 1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志平、谢立民、杨卫、庄伟

回避了该议案的审议与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同意的独立意

见。公司监事会同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2、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

需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公司预计 2021 年与相关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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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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白糖 市场定价 20,000,000.00  14,151,858.42 

广东省农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采购纸盒包

材、设备配件

等 

市场定价 2,200,000.00  821,649.26 

广东省广垦粮油有限公司 采购粮油 市场定价 120,000.00  71,620.62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食堂福利采

购 
市场定价 290,000.00  84,308.00 

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茶叶、油

米等 
市场定价 300,000.00  221,428.3 

陆丰市铜锣湖绿和源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采购全株玉

米 
市场定价 195,000.00  65,255.80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食堂福利采

购 
市场定价 2,500,000.00   

小计 -- -- 25,605,000.00  15,416,120.4 

向关联

方承包

土地、

租赁房

屋或仓

库等 

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 承包土地 市场定价 526,800.00  359,800.00 

广东农垦铜锣湖农场有限公司 承包土地 市场定价 472,500.00  511,300.00 

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 

租赁仓库、办

公室及仓库

提供装卸货

物服务等 

市场定价 4,750,000.00  3,905,110.54 

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租用自动售

卖机场地 
市场定价 20,000.00  2,991.23 

小计 -- -- 5,769,300.00  4,779,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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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7,370,000.00  5,878,344.84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324,000.00  197,740.46 

广东省农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30,000.00  16,605.51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30,000.00  1,296.38 

湛江碧丽华模压木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50,000.00  42,487.93 

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600,000.00  451,758.16 

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用电 市场定价 870,000.00  750,596.59 

广东省广垦粮油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52,000.00   

小计 -- -- 9,326,000.00  7,338,829.88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服

务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代理出租物

业服务费 

公开招标定

价 
2,500,000.00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餐饮、住宿及

会务等 
市场定价 108,000.00  49,523.00 

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 青苗补偿款 市场定价 250,000.00  1,000,000.00 

小计   2,858,000.00  1,049,523.00 

其他关

联交易 

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下的公

司关联人 
-- 市场定价 5,000,000.00  707,069.00 

   48,558,300.00  29,290,744.05 

说明：一方面，公司生产销售的乳制品属快消品，且公司属于地区行业龙头，产品在区域市场铺货率较高；另一方面，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

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的除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法人数量众多，部分关联方与公司处于同一区位且经营面广。因此，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发生日常交易不可避免。除可预计的交易对象及金额外，公司对与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下公司的关联人在 2021年可能发生的其他日常关联

交易也在上表作出了合理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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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一年度（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F） 预计金额(E) 

F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F 与 E 差异

（F-E）

/E*100%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白糖 14,151,858.42 20,000,000.00 1.60% -29%  

广东省农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采购纸盒包材、

设备配件等 
821,649.26 1,000,000.00 0.71% -18%  

广东省广垦粮油有限公司 采购粮油 71,620.62 100,000.00 5.24% -28%  

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茶叶、油米

等 
221,428.30 250,000.00 2.90% -11%  

陆丰市铜锣湖绿和源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采购全株玉米 65,255.80 348,000.00 0.06% -81%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食堂福利采购 0.00 50,000.00 -- -100%  

小计 -- 15,331,812.40 21,748,000.00 -- -30%  

向关联

方承包

土地、

租赁房

屋或仓

库等 

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 承包土地 359,800.00 430,000.00 2.94% -16%  

广东农垦铜锣湖农场有限公司 承包土地 511,300.00 600,000.00 4.18% -15%  

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 

租赁仓库、办公

室及仓库提供装

卸货物服务等 

3,905,110.54 4,450,000.00 20.01% -12%  

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租用自动售卖机

场地 
2,991.23 10,000.00 0.02% -70%  

小计 -- 4,779,201.77 5,490,000.00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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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5,878,344.84 5,500,000.00 0.36% 7%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197,740.46 300,000.00 0.01% -34%  

广东省农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16,605.51 30,000.00 0.001% -45%  

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451,758.16 1,000,000.00 0.03% -55%  

湛江碧丽华模压木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42,487.93 50,000.00 0.003% -15%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1,296.38 30,000.00 0.0001% -96%  

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用电 750,596.59 700,000.00 6.86% 7%  

小计 -- 7,338,829.88 7,610,000.00 -- -4%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服

务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餐饮、住宿、会

务等 
49,523.00 200,000.00 2.27% -75%  

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 青苗补偿款 1,000,000.00 450,000.00 8.17% 122%  

小计 -- 1,049,523.00 650,000.00 -- 61%  

其他关

联交易 

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下的公

司关联人 
其他交易 791,377.00 5,000,000.00 0.03% -84%  

合计  29,290,744.05 40,498,000.00  -2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1、公司预计的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普遍金额较低，基数小会造成差异百分比较高；

2、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协议普遍为框架协议，实际履行中按对方日常订单销售，

即便公司在预计之初已咨询对方的年度下单意愿，但不排除实际交易中偏差较大的情况出

现。未来，公司将加强关联交易预计的评估管控，提高预计的准确性。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同上 

说明：2020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采购原材料、产品（主要用于员工福利）、承包土地、租赁仓库或房屋等，及关

联人向公司采购产品、提供服务等，均属日常经营活动。基于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21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2020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在预计总金额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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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主要关联人资料如下： 

1、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光见，注册资本 15,133.70

万元，主营业务为农产品种养殖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29 号燕岭大厦

1108 房。2020 年总资产 25,069.33 万元，净资产 11,232.00 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 60,000.00万元，净利润 2,850.00万元。 

2、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晓波，注册资本 2,192.60万

元，主营业务为旅业、餐饮业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燕岭大厦。2020

年总资产 11,411.23万元，净资产 6,014.3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772.70万元，

净利润-127.13万元。 

3、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平，注册资本 65,356.10 万

元，主营业务为制糖业投资、管理，甘蔗、橡胶、菠萝、茶叶的种植、销售等，

住所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大道中 35号 4楼。2020年总资产 886,194.7 万

元，净资产 611,220.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61,679.1万元，净利润 7,609.7万

元。 

4、广东省农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敏，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侨源大街

20 号 301 房。2020 年总资产 45,015.00 万元，净资产-2,119.00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 147,206.00 万元，净利润 250.00万元。 

5、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原广东省红五月农场）：法定代表人为

莫纯正，注册资本 500 万元，主营业务为种植天然橡胶、水果、禽畜养殖等，住

所为阳江市阳东区塘坪镇红五月农场。2020 年总资产 11,302.30 万元，净资产

45.4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423.83万元，净利润 375.61万元。 

6、广东农垦铜锣湖农场有限公司（原广东省铜锣湖农场）：法定代表人罗

伟坚，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农业、林业、动物饲养放牧业等，住

所为陆丰市铜锣湖。2020 年总资产 23，410.27 万元，净资产 6,135.16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691.23 万元，净利润 124.77 万元。 

7、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伟新，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为批发和零售贸易、场地租赁、其他仓储业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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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一路 680号大院自编 1号楼。2020年总资产 7,718.00万元，净资产 5,917.0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459.00万元，净利润 545.00万元。 

8、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许绍强，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物业租赁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金燕路金燕花园燕秀阁

首层 101 房。2020 年总资产 5,666.13 万元，净资产 1,465.45 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 6,108.18万元，净利润 240.30万元。 

9、广东省广垦粮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宗强，注册资本 54,077.00 万

元，主营业务为粮食及油脂种植、加工贸易、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零售等，住

所为广州市天河区东莞庄路省农垦总局大院自编 45 号 405 房。2020 年总资产

255,091 万元，净资产 16,02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80,856 万元，净利润 106

万元。 

10、湛江碧丽华模压木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健勇，注册资本 520.10

万元，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模压刨花板及制品，组装件等，住所为遂溪县黄

略镇南亭。2020 年总资产 10,697.90 万元，净资产-12,892.60 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 3,207.14万元，净利润 228.51万元。 

11、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原湛江农垦科技开发中心）：法定代

表人李强有，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农业技术研究开发、农业种

植、收购农产品等，住所为湛江开发区人民大道中 35 号湛江农垦集团公司办公

楼16楼。2020年总资产 13,250.2万元，净资产237.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597.9

万元，净利润 59.3 万元。 

12、陆丰市铜锣湖绿和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庄中钊，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农作物、家禽家畜饲养收购及销售，农业技术推广及

咨询服务等，住所为陆丰市铜锣湖农场场部跃进路 3 号。2020 年总资产 64.34

万元，净资产 64.3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49.00 万元，净利润 0.40万元。 

13、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志平，注册资本 8,000.00 万

元，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项目管理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塘路 8 号自编

303室。2020年总资产 68,076.17万元，净资产 36,043.5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7,263.16万元，净利润 3,891.30万元。 

注：1、以上信息由各关联方提供，除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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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数据外，其他关联人提供的均为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2、以上关联方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相关关联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广东广垦

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农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

公司（原广东省红五月农场）、广东农垦铜锣湖农场有限公司（原广东省铜锣湖

农场）、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省广垦粮油

有限公司、湛江碧丽华模压木制品有限公司、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原

湛江农垦科技开发中心）、陆丰市铜锣湖绿和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广

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实际控制。 

2、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3、除以上已与公司发生交易或有交易意向的关联人外，公司本次还预计了

2021 年可能与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下公司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琐碎日常关

联交易总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章第一节的规

定，以上法人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前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在以往与公司的交易中，履约情况

良好，目前不存在应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情形。加之公司销售产品多采

用“先款后货”模式，具有较强的履约保证，可最大限度减少交易坏账。 

（四）信用情况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等途径核查，上述关联

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租赁型交易：公司根据租赁标的同等或近似的土地、房屋租赁的市场

行情和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进行协商并签订相关合同。 

（二）向关联方购买商品或服务：参考市场同类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充分做

好比质比价，寻找最优方案。其中，委托代理出租旧厂房，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

确定中标单位和中标价格，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公正、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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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关联方销售产品：销售价格不低于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提供同类产

品的市场平均价格。 

公司将根据以上定价政策要求具体交易对象提供单项关联交易定价测算方

式和公允价格说明，并履行公司内部包括比质比价、招投标在内的程序，选择最

优的市场化交易方案。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1、2019 年 5 月 1 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了《仓储合同》，

约定租赁该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三号楼一楼 2、3、6 号库位。 

2、2020 年 5 月 25 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了《非住宅房屋

租赁合同》，约定租赁该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自编二号楼四楼

406房。 

3、2020年 5月 25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了《仓储合同》，

约定租赁该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三号楼首层 2、3、6 号库位。 

4、2019 年 5 月 1 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了《仓储合同》，

约定租赁该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三号楼 2层 3、4 号库位。 

5、2019 年 7 月 23 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了《非住宅房屋

租赁合同》，约定租赁该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二号楼六楼 607、

608房。 

6、2016年 4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燕塘冷冻食品有限公司与广州广垦仓

储有限公司公司签署了《仓储租赁合同》，约定租赁该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

汕一路 680号自编三号楼首层 107库。 

7、2016年 7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燕塘冷冻食品有限公司与广州广垦仓

储有限公司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该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

路 680号龙洞库区自编一号楼首层 106、107 两间房。 

8、2016年 11月 2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燕塘冷冻食品有限公司与广州

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该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

广汕一路 680号龙洞库区自编一号楼，2楼 205房。 

9、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司与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

同》，约定公司向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国标一级白砂糖 112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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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0年 5月 11日，公司与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

同》，约定公司向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国标一级白砂糖 744吨。 

11、2020年 6月 19日，公司与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

同》，约定公司向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国标一级白砂糖 976吨。 

12、2020年 8月 13日，公司与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

同》，约定公司向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国标一级白砂糖 1000吨。 

13、2020 年 11 月 26 日，公司与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购销

合同》，约定公司向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国标一级白砂糖 611吨。 

14、2018 年 4 月，公司与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自动售货机

投放协议书》，约定租赁自动售货机场地使用及电费支持。 

15、2020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供用电

协议》，约定公司向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安全供用电力。 

16、2009 年 9 月 9 日，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红五月良种奶牛场分公

司与广东省红五月农场签署了《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向广东省红五月农场承

包土地 280亩。 

17、2020 年 5 月 9 日，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红五月良种奶牛场分公

司与广东省红五月农场签署了《土地对外承包合同》，约定向广东省红五月农场

承包土地 400.8亩。 

18、2015年 6月 16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陆丰市新澳良种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与广东省铜锣湖农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向广东省铜锣湖农场承包土

地 1005亩。 

19、2020 年 1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陆丰市新澳良种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与广

东省铜锣湖农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 2019年 1月 1日-2019

年 12月 31日期间，双方于 2015年 6月 16 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按照实

际交付面积 560亩支付承包费用。 

20、2020 年 1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陆丰市新澳良种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与广

东省铜锣湖农场签订《委托征地合同》，约定耕地项目用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拆迁事务委托广东省铜锣湖农场完成。 

21、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湛江燕塘乳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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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了《代理进口协议书》，约定委托广东省农垦集团进

出口有限公司代理进口牛奶包装纸盒、乳品加工用自动化灌装设备。 

22、2020 年 1 月 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湛江燕塘乳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农

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了《代理进口协议书》，约定委托广东省农垦集团进

出口有限公司代理进口牛奶包装纸盒、乳品加工用自动化灌装设备。 

23、2019 年 11 月 26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湛江燕塘乳业有限公司与湛江农

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供货合同》，约定公司向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采购食堂用大米、食用油。 

24、2020年 7月 9日,公司与广东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签署了《销售协议》,

约定公司向广东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25、2020年 9月 8日,公司与广东广垦恒之康食品有限公司签署了《销售协

议》, 约定公司向广东广垦恒之康食品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26、2020 年 9 月 20 日,公司与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签署了《饭堂食

材采购配送合同》, 约定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员工食堂的原料

采购、食材配送、食品制作等服务。 

27、2018 年 9 月 1 日，公司与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签署了《供货协

议》, 约定公司向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对于公司

的生产经营是必要的，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相关交易还会持续。公司与关

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具备公允

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

行。以上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

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 

六、独立董事意见及监事会审核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意见 

公司已事先就上述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

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进行了核实，

并查阅了近年公司与相关关联方日常经营性往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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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真审查了公司对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尤其关注了关联

方主体情况和交易内容，一致认为：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日常生产经营中的

持续性业务，公司与这些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

定价为市场价格，作价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方面，公司生产

的乳制品在区域市场铺货率较高，口碑好，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另一方面，

公司关联方众多，行业覆盖率高，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日常交易行为不可避免。

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相关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实

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

其控制。公司与这些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

要，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

行。 

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在 2021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一致同意该预计事项，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发表的独立意见 

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公司已将本议案提交我们审查，我们对此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事前审核意见，认为公司与这些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

交易行为，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

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审议表决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

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该预计，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实

际，交易的预计发生价格公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向关联

方输送利益的情况，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通过该议

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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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