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2018-037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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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8年 4月 13日，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公司董事会审议本事项时，董

事长万连步先生兼任子公司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万连步

先生、崔彬先生作为关联人，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2017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84,004.37 万元，其中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61.53 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83,942.84 万元。2018 年

预计与关联方关联交易总额为 438,300.00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11,700.00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426,6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下文表格。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交易定价遵照公平、公正的原则，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定价依据

合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涉及关联方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2018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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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 年 发

生金额 

向关

联人

采购

原材

料 

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原则 50.00 0.19 4.94 

山东金丰公社果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原则 150.00  7.16 

陕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原则 500.00 61.00 2.14 

道依茨法尔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原则 10,000.00   

陕西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原则 1,000.00 1.27 47.29 

小计   11,700.00 62.46 61.53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商品 

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原则 500.00  8.52 

威海金丰公社农化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原则 500.00  39.75 

陕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原则 2000.00 27.40 1,796.03 

陕西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原则 118,900.00 20,782.48 80,224.22 

安徽金丰公社农化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原则 3,000.00 504.80 767.13 

滁州市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原则 500.00 33.85 147.40 

巨野金丰公社农化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原则 600.00 6.30  

贵州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原则 600.00 21.10  

150家县级金丰公社小计 销售商品 市场价原则 300,000.00 3,252.05 831.35 

小计   426,600.00 24,627.98 83,814.40 

（三）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材料 

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94 0.00 

山东金丰公社果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16 0.00 

陕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14 0.00 

陕西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7.29 0.00 

小计  61.53 0.00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52 0.00 

威海金丰公社农化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9.75 0.00 

陕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796.03 0.09 

陕西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0,224.22 4.04 

安徽金丰公社农化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67.13 0.04 

承德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8.43 0.01 

滁州市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47.40 0.01 

莱州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31.35 0.02 

临沭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00.01 0.02 

小计  83,942.84 4.2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名称：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一号”）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万连步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6号 C座 32层。 

主营业务：销售化工产品、食品；销售机械设备、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日用品；经济贸易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农商一号总资产为 148,920.24 万元，净资产

126,135.37万元，2017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42.44万元，净利润 3,741.81万元。 

截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农商一号总资产为 143,990.45 万元，净资产

135,488.31万元，2018年 1-3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0.2万元，净利润 7,599.69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万连步先生担任农商一号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副总经

理兼财务负责人李计国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崔彬先生担任农商一

号董事，属于《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三）规定的情形，农商一号为公司

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农商一号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

好，资信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公司与农商一号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

的其他的应收款项等形成坏账风险，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二）关联方名称：山东金丰公社果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金丰公

社”）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计国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米山镇北郑格村 90号 

主营业务：水果销售；水果包装服务。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山东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1,680.35 万元，净资产

1,665.9万元，2017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327.81万元，净利润-5.34万元。 

截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山东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1,666.37 万元，净资产

1,664.57万元，2018年 1-3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0万元，净利润-1.56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李计国先生为山东金丰公社的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属于《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三）规定的情形，山东金丰公社为公司

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山东金丰公社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该公司目前经营稳定，履约能

力强。公司与山东金丰公社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其他的应收款项等形成

坏账风险，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方名称：陕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金

丰公社”）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计国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大荔县科技产业园区创业路与续业路十字东南角。 

主营业务：测土配方服务；农业技术咨询；机械作业服务；农产品、水果的

购销；苗木种植、销售；化肥销售；农业机械及配件的批发、零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陕西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1,202.24 万元，净资产

921.72万元，2017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3,092.78万元，净利润-85.08万元。 

截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陕西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1,145.55 万元，净资产

908.2万元，2018年 1-3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0.07万元，净利润-2.47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李计国先生为陕西金丰公社的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属于《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三）规定的情形，陕西金丰公社为公司

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陕西金丰公社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该公司目前经营稳定，履约能

力强。公司与陕西金丰公社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其他的应收款项等形成

坏账风险，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四）关联方名称：道依茨法尔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依茨”）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钟默 

注册资本：64400万人民币 

住所：山东省临沭县经济开发区（山东常林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拖拉机、收获机械等农业机械、配套农机具和相关产

品的零配件，上述产品的售后服务。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道依茨总资产 147,495.00万元，净资产 73,941.33

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 59,397.60 万元，净利润 332.31万元。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道依茨总资产 149,726.71万元，净资产 74,036.59

万元，2018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17,501.19万元，净利润 228.07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李计国先生为道依茨的董事，属于《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三）规定的情形，道依茨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道依茨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该公司目前经营稳定，履约能力强，

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五）关联方名称：陕西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农

商一号”）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计国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西安国际港务区陆港大厦 16楼 1601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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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除危化品）、机械设备、

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除果树种子）、日用品的



 

销售；经济贸易咨询；农业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代理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项目除外）。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陕西农商一号总资产为 23,894.81 万元，净资产

14,838.24 万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92,411.61 万元，净利润 1,305.70 万

元。 

截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陕西农商一号总资产为 61,385.20 万元，净资产

16,217.75 万元，2018 年 1-3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3,391.16 万元，净利润

1,316.56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李计国先生担任陕西农商一号董事长兼总经理，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崔彬先生担任陕西农商一号董事，属于《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三）规定的情形，陕西农商一号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陕西农商一号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财务状

况良好，资信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公司与陕西农商一号的日常关联交易不

会对公司的其他的应收款项等形成坏账风险，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六）关联方名称：威海金丰公社农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金

丰公社”）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宫照月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米山镇北郑格村 90号 

主营业务：测土配方服务；农业技术咨询；机械作业服务；农产品、水果购

销；苗木种植、销售；化肥销售；农业机械及配件的批发、零售。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威海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2,202 万元，净资产 2198

万元，2017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59.77万元，净利润-10.53万元。 

截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威海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2,211.34 万元，净资产

2,207.28万元，2018年 1-3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3.2万元，净利润 1.82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李计国先生为威海金丰公社的董事，属于《股票

上市规则》10.1.3条（三）规定的情形，威海金丰公社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威海金丰公社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该公司目前经营稳定，履约能

力强。公司与威海金丰公社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其他的应收款项等形成

坏账风险，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七）关联方名称：安徽金丰公社农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金

丰公社”）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计国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萧县黄口镇萧黄路中段 

主营业务：测土配方及农业技术咨询服务；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水果种植、

销售；化肥零售；农业机械及配件的批发、零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安徽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1,130.52 万元，净资产

1,007.54万元，2017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798.36万元，净利润 5.80万元。 

截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安徽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1,121.5 万元，净资产

1,006.54万元，2018年 1-3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4.44万元，净利润-1.00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李计国先生为安徽金丰公社的执行董事，属于

《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三）规定的情形，安徽金丰公社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安徽金丰公社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该公司目前经营稳定，履约能

力强。公司与安徽金丰公社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其他的应收款项等形成

坏账风险，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八）关联方名称：滁州市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

金丰公社”）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邢广勇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明光市外贸路 7号（聚福园） 

主营业务：测土配方服务；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机械作业服务；限于危险化

学品中第 6 类毒害品的农药（除剧毒化学品）零售（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零售包装种子、微肥、激素、化肥。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滁州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1,948.72 万元，净资产

1,132.1万元，2017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043.24万元，净利润 20.01万元。 

截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滁州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2,193.11 万元，净资产

1,768.09 万元，2018 年 1-3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93.27 万元，净利润-104.01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李计国先生为滁州金丰公社的董事，属于《股票

上市规则》10.1.3条（三）规定的情形，滁州金丰公社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滁州金丰公社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该公司目前经营稳定，履约能

力强。公司与滁州金丰公社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其他的应收款项等形成

坏账风险，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九）关联方名称：巨野金丰公社农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野金

丰公社”）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计国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陶庙镇开发区中心街 2号 

主营业务：测土配方、农业技术咨询服务；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水果的种

植、销售；化肥销售；农业机械及配件零售。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巨野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401.00万元，净资产 362.52

万元，2017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81.53万元，净利润-7.33万元。 

截至 2018年 03月 31日，巨野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400.86万元，净资产 36.24



 

万元，2018年 1-3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0万元，净利润-0.14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李计国先生为巨野金丰公社的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属于《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三）规定的情形，巨野金丰公社为公司

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巨野金丰公社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该公司目前经营稳定，履约能

力强。公司与巨野金丰公社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其他的应收款项等形成

坏账风险，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十）关联方名称：贵州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金

丰”）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朋峰 

注册资本：100万 

住所：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六桥街道鸭子塘村（城） 

主营业务：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

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农业科技服务、大棚建设、农产品购销，销售：种子、化肥、农用机械、农膜、

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贵州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97.11万元，净资产 96.89

万元，2017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12.52万元，净利润-3.1万元。 

截至 2018年 03月 31日，贵州金丰公社总资产为 98.12万元，净资产 98.09

万元，2018年 1-3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2万元，净利润 1.20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李计国先生为贵州金丰的董事，属于《股票上市

规则》10.1.3条（三）规定的情形，贵州金丰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贵州金丰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该公司目前经营稳定，履约能力强，



 

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十一）关联方名称：临沂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参股县级金丰公社

（以下简称“县级金丰公社”） 

县级金丰公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临沂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与当地合

作伙伴等共同成立的子公司，按照谨慎性原则，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五）规定认定为关联法人。 

2018 年公司或子公司预计将与 150 家县级金丰公社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其

中：44家县级金丰公社已经成立（详见附表一），106家县级金丰公社暂未成立。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结算方式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日常经营业务往来。公司与关

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 

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为：以市场化为原则，严格执行市场价格，同公司与非

关联方同类交易的定价政策一致，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关联交易的结算方

式：与非关联方一致。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是在正常的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定价政策和定价

依据是公平和公正的，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而发生，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没

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没有损害公司利益

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的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



 

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属于

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附表一 

序

号 
公司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住所 主营业务 

履约

能力

分析 

1 
砀山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蒋中伟 1000 

宿州市砀山县御都星城开

阳星居 50#601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初加

工服务；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的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的销售；

城室园艺、家庭园艺产品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软件开发与集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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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2 
蒙城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李英波 1000 

蒙城县码头路中段商业街

14号楼(A)57 号,59号 

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初加工服

务;化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的销售;

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的软件的开发与集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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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3 
宿州市埇桥区金丰公社

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王飞 1000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光彩

城大市场 D 区 10#楼 0131

室  

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初加工

服务;农药销售、肥料、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的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

备、农具的销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的软件的开发与集

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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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4 
萧县金丰农业服务有限

公司 
包东风 2000 

宿州市萧县黄口镇萧黄路

中段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土地托管、标准化种植

服务;农产品代种、代管、代收服务;农产品收购、加工服务;农业机械化灌溉服务;

肥料、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杀虫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

械设备、农具销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软件的开发与集

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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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5 
明光市金丰农业服务有

限公司 
邢广勇 2000 

明光市五一路西灵迹路南

1号厂房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推广服务；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产品加工服务；肥料、

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

农具销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与服务；农业应用软件的开发与集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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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序

号 
公司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住所 主营业务 

履约

能力

分析 

6 
邳州市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马红伟 1000 邳州市车夫山镇新庄村  

农业机械服务；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肥料、包装种子、农林机械设备、农具销售；农业应用软件开发与集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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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7 
莱州金丰公社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 
傅春 2000 

山东烟台莱州市城港路街

道东郎子埠村 

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销售：化肥、不再分装的农作物种子、农业机械、植保机械及

配件。收购、储藏、销售：农产品、水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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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8 
临沭金丰公社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 
董书通 1000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振兴

路南段 

测土配方服务、农业技术咨询、机械作业服务;农产品、水果销售;苗木种植、销售;

化肥销售;农业机械维护及配件销售;不再分装的袋装农作物种子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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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9 
郯城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徐勤波 1000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花园

乡冷村 

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初加

工服务；肥料、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的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

的销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的软件的开发与集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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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10 
莱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 
张玲玲 1000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夏格

庄镇华盛路 1 号 

农机耕作服务、灌溉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耕种播收施肥植保）；农业技术开发、

农业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培训；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及其技术咨询，植保技术咨

询、植保服务、农情监测服务、农情监测设备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果树、蔬菜、农

作物种植及销售，农产品、牧草初加工及销售（食品除外），秸秆回收；水肥一体化

灌溉设备销售及售后服务，灌溉自动化控制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水利工

程施工，肥料、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自动加压给水设备、粮油

机械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销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销售；农业应用的软

件的开发与集成服务；农药销售（危险品除外）；农机租赁（以上项目依据质监局、

消防局、安监局、环保局、城建委、市农委颁发的许可证从事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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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序

号 
公司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住所 主营业务 

履约

能力

分析 

11 
蒲城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石贵山 300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陈庄

镇东鲁村 

农业技术开发推广服务;农业应用软件的开发与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农药、肥料、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的销售;苗木、花卉的

种植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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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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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12 
渭南金丰公社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 
石研花 100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下吉

镇北七村三组双官路北 

测土配方服务;农业技术咨询;机械作业服务;农产品、水果、化肥、农业机械及配件

的销售;苗木种植、销售;农药(剧毒除外)、种子、农具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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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13 
大荔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李彦锋 1000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洛滨

国际花园 5 号楼 15.16 号

商铺  

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初加工

服务;农药销售、肥料、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

农具的销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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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14 
潜江金丰公社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 
刘文清 2000 

潜江经济开发区竹泽路 6

号 

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科技研究和实验发展；农业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产品、

农产品初加工；肥料、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用薄膜、

农用机械设备、农具、园艺产品销售；软件开发。（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

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15 
太康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李素华 1000 

太康县迎宾路（城关镇南

苑小区南楼五楼东户） 

农业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推广服务；农副产品 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城市园艺 家庭园

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软件的开发与集成服务；农药 农膜 肥料 灌溉设备 

农林机械设备 农具销售；农业机械 灌溉服务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16 
驻马店市金丰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 
侯喜彥 1000 

驻马店市中华路东段众信

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水

果区四栋 19-20号 

农业技术开发、咨询、推广服务；农用薄膜、灌溉设备、农业机械、化肥、建材、不

再分装的包装种子销售；农作物植保服务；农副产品初加工；园艺作物销售及技术咨

询服务；农用钢结构大棚、温室大棚的加工、安装及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

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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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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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上蔡县金丰农业服务有

限公司 
陈俊杰 1000 

上蔡县芦岗办事处上项路

东段路南 

化肥、不分装的农作物种子、农膜、农器具、农业机械及设备、灌溉设备、花卉盆景

销售；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18 
宁远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朱周辉 850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文庙

街道舂陵社区舂陵路 48号 

农业销售，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的种子，农地膜销售，肥料，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

农具的销售，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产品，

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的软件的开发

与集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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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19 
芒市金丰公社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 
董舒其 1000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勐焕路

43号 

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咨询、推广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化肥、

不再分装的包装农作物种子、农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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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20 
襄阳市襄州区金丰农业

服务有限公司 
胡永辉 1000 

襄阳市襄州区邓城大道南

生资大市场 16 栋 101号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农业机械、灌溉

服务;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的软件的开发与集成服务;不

再分装的袋包装的种子、肥料、农地膜销售;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的销售(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21 
澧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 
汤世香 50 

湖南省澧县澧阳街道办事

处桃花滩居委会桃花滩路

560号 

其他农业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开发；农药（不

含危险化学品）、化肥、农用薄膜、农用金属工具、农业机械销售；农产品收购、初

加工及销售；水稻种植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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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22 
栖霞金丰公社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 
程尚仁 50 

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市府

路南农机公司商住楼一层

东六户  

农业机械服务；灌溉服务；化肥零售；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产品初加工；不再分装

的农作物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的销售；软件的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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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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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滕州金丰公社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 
杨云山 1000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荆河

街道北辛路与平行路交汇

农副产品物流中心 D4 栋

1001号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推广服务;农产品初加工;农药(不含危险品)、化肥、种子

(不再分装)、农林机械设备、农具、园艺用品销售;园艺养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凭许可证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24 
来安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周萍 1000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新昌

南路西侧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业技术领域内的软件开发与集成服务;农副产

品、农产品加工及销售;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药、包装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

农林机械设备、农具销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销售和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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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25 
凤台金丰农业服务有限

公司 
缪保玉 1000 

淮南市凤台县刘集镇凤利

路高潮商业街西侧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化种植服务；农产

品代种、代管、代收服务；农产品收购，加工服务，农业机械化灌溉服务，肥料、不

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杀虫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

农具销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服务，农业应用软件的开发与集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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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26 
忻府市金丰农业服务有

限公司 
师惠海 850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光明

东街六家庄府东花园底商 

批发零售：农药、不再分装的包装的种子、农地膜、肥料、灌溉设备、农具、农业机

械、花卉。灌溉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农业应用软件的开发

与集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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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27 
邯郸市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吕花芹 1000 

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临漳

镇朱雀大道中段路北 

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

产品、农产品初加工服务；肥料、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种子、农用薄膜、灌溉设备、农

林机械设备、农具的销售；园林作物、花卉的种植；农业园艺服务；农业应用软件的

开发与集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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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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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西华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温霞 850 西华县青华路北段 

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初加工;

肥料、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种子、农地膜、农林机械设备、灌溉设备、农具销售;城市

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软件的开发与集成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29 
随州市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袁开国 1000 

随州市曾都区北郊金域华

府 6 号楼 1 单元 1 层 105

号(随州市棉花原种场)  

农业机械服务(不含农业机械维修);灌慨服务;农业技术开发、咨询、推广服务;农副

产品、农产品初加工服务;肥料、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

机械设备、农具、农药销售;园艺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

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30 
黔西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刘杨新 1000 

黔西县杜鹃街道牌庄社区

3组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

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农业机械服务;灌溉服务;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农药、肥料、不再分装的农作物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

农林机械设备的销售;软件的开发)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31 
南宁市武鸣区金丰公社

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韦曰能 850 

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仓储

物流工业园内 

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咨询、推广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加工销售；

化肥、不再分装的农作物种子、复配农药（除危险化学品及禁售农药）、农用地膜、

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销售；园艺产品的销售、服务。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32 
 眉山市东坡区金丰公社

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张权彬 85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象耳

镇农林村 83号-87号 

农业机械服务;灌溉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其他农业服务;销售农药(不含危险品)、

肥料、不再分装的农作物种子、农用薄膜、农业机械;软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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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33 
固镇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安军 1000 

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城关

镇灵璧路口  

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初加

工服务；肥料、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的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农业机械设备、农具

的销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的软件的开发与集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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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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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全椒县金丰农业服务有

限公司 
尹飞飞 1000 

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襄河

镇花园桥五里井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业技术领域内的软件开发与集成服务;农副产

品、农产品加工及销售;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不再分装的包

装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销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销

售和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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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35 
霍邱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刘军 1000 

霍邱县城关镇光明大道西

侧 

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初加工

服务;农药、肥料、种子(不含二次分装)、农膜、灌溉设备、农业机械设备、家具销

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软件开发与集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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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36 
行唐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郭战奎 1000 

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永

昌北路路东 

农业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初加工、

销售;肥料、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的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的

销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的软件的开发与集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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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37 
乌兰察布市金丰公社农

业服务有限公司 
张宏旺 1000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虎山西路金元市场

大门东第八家 

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与推广服务，农副

产品、农副产品初加工服务；肥料、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种子、农用薄膜、灌溉设备、

农林机械设备、农具的销售；园林作物、花卉的种植；农业园艺服务、农业应有软件

的开发与集成服务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38 
阿荣旗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王全义 1000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阿荣旗那吉镇天翔市场 1

号楼 101、102 号商服 

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初加

工服务；肥料、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的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

的销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的软件开发与集成服务；

农副产品的收购、销售；粮食收购、烘干、加工、仓储、销售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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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

旗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

限公司 

房旭光 1000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尼尔基镇鑫惠小镇汽修一

条街 6#楼 17、18号门市 

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

产品、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化肥、种子、农膜销售;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的

销售;农作物、花卉种植;农业园艺服务;农业应用软件的开发与服务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40 
乌兰浩特市金丰公社农

业服务有限公司 
李华 1000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

浩特市乌兰哈达镇 111 国

道北 

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食品、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肥料、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的种子、农药、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的

销售;盆景销售;农业应用的软件开发与集成服务;农副产品的收购、销售;粮食收购、

烘干、加工、仓储、销售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41 
奈曼旗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史明华 850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

旗新镇库大线中段北侧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副产品、农产品初加工服务；肥料、不再分

装的袋包装的种子、农地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具、农药的销售；城市园

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农业应用的软件的开发与集成服务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42 
哈尔滨金丰农业服务有

限公司 
刘青成 850 

 哈尔滨市双城区中兴村

（双哈公路 8 公里处） 

农村土地整理服务；农业机械、灌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推广服务；农

产品初加工服务；肥料、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膜、灌溉设备、农林机械设备、农

具的销售；城市园艺、家庭园艺产品的销售；农业应用软件开发与集成服务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43 
伊通满族自治县金丰公

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王文东 850 

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伊

通镇茗人府邸 63 幢 21 号

房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服务;农业机械租赁、销售;农业水利灌溉服务;

农副产品收购、销售;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农业应用软件开发与集成服务;粮食收购、

仓储、烘干、运输、销售;化肥、不再分装的袋包装农作物种子、农膜、农业水利灌

溉设备、农具、园艺产品销售;秸秆收储、加工、销售;秸秆转化、固化、气化、发电;

秸秆饲料加工;秸秆综合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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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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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分析 

44 
永吉县金丰公社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杨雨峰 1000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

镇玉华村、韩家村 

 农业服务、农业机械设备租赁;农产品初加工;农产品仓储服务;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

及咨询;种植技术开发;灌溉服务;化肥、不再分包装的种子销售;农副产品加工、销售;

化肥生产、销售;农业园艺服务;应用软件开发及销售;农用薄膜销售;花卉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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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

约能力障

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