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预计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作为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燕塘乳业”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
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燕塘乳业2015年预计经常性关联
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 2015 年预计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以往日常关
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对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的预计。具体情
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原材料、产品（用于员工福利）采购、土地承包、
仓库租赁等日常经营活动，以及基于以上事项发生的关联交易。由于公司主营业
务为乳制品及含乳饮料的生产、销售，存在关联方向公司采购产品的交易情形。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5 年，公司预计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万元）

关联人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汕头广昕冷藏运输有限公司

向关联采
购商品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广东广垦电子商务交易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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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5.5

5.43

36.41%

15.26

0.00

-

0.47

0.47

0.0005%

120.00

9.06

0.01%

0.85

0.85

0.0009%

22.00

33.57

0.04%

向关联方
承包土地
等
向关联方
租赁仓库
或接受关
联人提供
的劳务

广东省农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6.00

5.99

0.01%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6.38

6.38

0.01%

广东燕塘环力有限公司

0.54

0.54

0.001%

广东燕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82

5.82

0.01%

广州市粤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6

9.56

0.01%

广东广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湛江分公
司

3.42

1.78

0.002%

东莞市广垦宏远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200.00

0.00

0.00%

广东省红五月农场

12.00

10.27

11.74%

广东省铜锣湖农场

1,078.67

-

-

271.04

129.74

37.32%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3.00

10.79

1.49%

广东智富时代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8.00

1.00

0.03%

汕头广昕冷藏运输有限公司

6.00

5.10

0.07%

1,774.51

236.35

-

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

合计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主要关联人资料如下：
（1）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李光见，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农产品种养殖，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29 号燕岭大厦 1108
房，2014 年总资产 4,954.00 万元，净资产 4,389.0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610.00
万元，净利润-5,91.00 万元。
（2）广东广垦电子商务交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杨敏，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信息服务咨询，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 38 号广垦商务大
厦四楼，2014 年总资产 573.10 万元，净资产 56.8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57.51
万元，净利润-22.03 万元。
（3）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田晓波，注册资本 2192.60
万元，主营业务为旅业、餐饮业，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燕岭大厦，2014
年总资产 8,551.57 万元，净资产 4,588.9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8,449.98 万元，净
利润 119.73 万元。
（4）广州市粤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王仲伍，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业，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120 号金燕大厦 1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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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总资产 68,789.36 万元，净资产 7,979.1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7,042.05 万
元，净利润-1,194.64 万元。
（5）广东广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法人代表人李萍，主营业务
为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住所为湛江市霞山区海滨大道南 46 号绿茵
家园商住楼首层 11 号商铺，2015 年 2 月总资产 14.56 万元，净资产-14.26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4.87 万元，净利润-2.01 万元。
（6）东莞市广垦宏远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李光见，注册资本
5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农产品种养殖、加工、乳制品批发零售，住所为东莞市东
城区岗贝东城路 283 号世博广场 J 区 1407 号 A 室，2015 年 1 月方正式营业，2014
年无财务数据发生。
（7）广东省红五月农场：法定代表人为冯育辉，注册资本 1,251.10 万元，
主营业务为天然橡胶、水果、禽畜，住所为阳江市阳东县塘平镇红五月农场，2014
年总资产 9,337.95 万元，净资产 381.7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9.90 万元，净利润
-54.27 万元。
（8）广东省铜锣湖农场：法人代表人罗伟坚，注册资本 489.00 万元，主营
业务为农业、林业、动物饲养放牧业，住所为陆丰市铜锣湖，2014 年总资产
15,989.07 万元，净资产 4,021.0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25.36 万元，净利润 188.07
万元。
（9）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唐伟新，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为批发和零售贸易、场地出租，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0 号大
院自编 1 号楼，截至 2015 年 2 月总资产 4,489.83 万元，净资产 3,820.62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27.95 万元，净利润 25.48 万元。
（10）广东智富时代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杨生发，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编辑出版杂志、发布广告，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东莞庄路农垦
总局大院 43 栋 4 楼，2014 年总资产 278.38 万元，净资产 241.12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 121.13 万元，净利润-26.95 万元。
（11）汕头市广昕冷藏运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杨莲仙，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货物专用运输，住所为汕头市大南山路 18 号粤英附属一楼，
2014 年总资产 410.96 万元，净资产 12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69.22 万元，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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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21.48 万元。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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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项目管理、物业租赁，住所地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塘路 8
号，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1.43 亿元，利润总额 1.51 亿元。2014 年末资产总额
10.26 亿元，净资产总额 2.46 亿元。
2、上述关联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广东广垦电子商务交易有限公司、广
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广州市粤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东广垦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东莞市广垦宏远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广东省红五月农场、
广东省铜锣湖农场、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广东智富时代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广东省燕塘环力有限公司、广东新时代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同属燕塘乳业实际控
制人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
（2）汕头市广昕冷藏运输有限公司：燕塘乳业控股子公司汕头市燕塘乳业
有限公司少数股东。
（3）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燕塘乳业控股股东。
（4）广东燕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同属燕塘乳业控股股东广东省燕塘投资
有限公司控制。

二、关联销售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目前
不存在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
1、租赁性日常关联交易：公司根据交易主体所在地土地租赁、房屋租赁的
市场行情和价格，以同等条件下的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签订相关合同。
2、关联方采购：参考市场同类产品价格，要求关联方列出同一产品在市场
上的价格区间或其它第三方采购价格作为参考。
3、关联方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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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交易主体提供单项关联交易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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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方式和公允价格说明，并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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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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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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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已经燕塘乳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关联
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程序合法。本保荐机构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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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预计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谭旭

陈天喜

保荐机构（公章）：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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