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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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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生产
经营情况，本公司预计 2022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包括：向关联人采购原辅材料和商品、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和商品、向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劳务及商标许可。
2、 关联人名称
（1）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漯河汇盛药业有限公司；
（3）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4）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5）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
（6）杜邦双汇漯河食品有限公司；
（7）南通汇羽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8）哈尔滨鹏达种业有限公司；
（9）河南双汇地产有限公司。
3、 关联交易 2022年度预计金额及 2021年 1-10月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2022年度预计金额
（万元）

2021年 1-10月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原辅材料和商品 770,000.00 927,665.15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和商品 61,600.00 44,436.25

向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5,550.00 3,211.71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176,650.00 127,250.70

商标许可 29.00 -

注：2021年 1-10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 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且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关联董事万隆、万宏伟、郭丽军和马相杰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此项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罗特克斯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人士应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 2022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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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度
预计金额

2021年 1-10月
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辅材料
和商品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
猪肠衣 协议约定价格 21,000.00 13,600.88

漯河汇盛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协议约定价格 1,500.00 1,017.61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采购商品 协议约定价格 1,000.00 367.99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采购分割肉、分体
肉、骨类及副产品
等

协议约定价格 700,000.00 887,049.35

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
公司

采购
大豆蛋白 协议约定价格 8,000.00 6,090.05

南通汇羽丰新材料有限
公司

采购
PVDC树脂粉 协议约定价格 32,000.00 18,400.29

哈尔滨鹏达种业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采购父母代鸡苗 协议约定价格 6,500.00 923.26

小计 770,000.00 927,449.43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和商
品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
猪毛肠等 协议约定价格 46,000.00 31,984.58

漯河汇盛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猪苦胆等 协议约定价格 1,500.00 825.95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
水电汽等 协议约定价格 1,500.00 460.54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销售
肉制品等 协议约定价格 5,500.00 6,274.02

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
公司

销售
水电汽等 协议约定价格 1,300.00 864.38

杜邦双汇漯河食品有限
公司

销售
水电汽等 协议约定价格 5,800.00 4,026.78

小计 61,600.00 44,436.25

向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提供
初级加工 协议约定价格 5,200.00 2,903.24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提供房产、车辆租
赁等 协议约定价格 350.00 262.05

小计 5,550.00 3,165.29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接受运输劳务 协议约定价格 175,000.00 126,733.37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接受仓储服务 协议约定价格 1,000.00 -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接受房产租赁 协议约定价格 650.00 517.33

小计 176,650.00 127,250.70

商标许可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商标使用及推广
宣传许可

协议约定价格 23.00 -

漯河汇盛药业有限公司 协议约定价格 3.00 -

河南双汇地产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协议约定价格 3.00 -

小计 29.00 -

注：1、2021年 1-10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预计 2022 年中外猪价价差收窄，因此 2022 年公司从罗特克斯有限公司采购分割肉、分体肉、

骨类及副产品等进口产品的总金额同比 2021年有所下降。
（三） 2021年 1-10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1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金额

2021年度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
金额占同
类业务 比
例（％）

实 际 发
生 金 额
与 预 计
金 额 差
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
辅
材
料
和
商
品

漯河汇盛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
猪肠衣 13,600.88 20,000.00 0.29 -32.00

详见公 司于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以下公告：
1、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3 日
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 日
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
告》；
3、 公司于 2021年 8月 13 日
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
告》；
4、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7日
披露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
告》。

漯河汇盛药
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17.61 2,000.00 0.02 -49.12

漯河双汇物
流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子
公司

采购商品 367.99 1,000.00 0.01 -63.20

罗特克斯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采购分割
肉、 分体
肉、 骨类
及副产品
等

887,049.35 1,300,000.00 19.19 -31.77

杜邦双汇漯
河蛋白有限
公司

采购大豆
蛋白 6,090.05 8,000.00 0.13 -23.87

南通汇羽丰
新材料有限
公司

采 购
PVDC
树脂粉

18,400.29 25,000.00 0.40 -26.40

哈尔滨鹏达
种业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
司

采购父母
代鸡苗 923.26 - 0.02 -

漯河市聚能
商贸有限公
司

采购煤 215.72 - 0.00 -

小计 927,665.15 1,356,000.00 20.07 -31.59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
和
商
品

漯河汇盛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
猪毛肠等 31,984.58 40,000.00 0.57 -20.04

漯河汇盛药
业有限公司

销售
猪苦胆等 825.95 1,800.00 0.01 -54.11

漯河双汇物
流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子
公司

销售
水电汽等 460.54 600.00 0.01 -23.24

罗特克斯有
限公司

销售
肉制品等 6,274.02 34,500.00 0.11 -81.81

杜邦双汇漯
河蛋白有限
公司

销售
水电汽等 864.38 1,200.00 0.02 -27.97

杜邦双汇漯
河食品有限
公司

销售
水电汽等 4,026.78 4,000.00 0.07 0.67

小计 44,436.25 82,100.00 0.80 -45.88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漯河汇盛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提供初级
加工 2,903.24 4,500.00 16.51 -35.48

漯河双汇物
流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子
公司

提 供 房
产、 车辆
租赁等

262.05 350.00 1.49 -25.13

哈尔滨鹏达
种业有限公
司

服务代理
费 46.42 - 0.26 -

小计 3,211.71 4,850.00 18.26 -33.78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漯河双汇物
流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子
公司

接受运输
劳务 126,733.37 150,000.00 72.23 -15.51

漯河双汇物
流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子
公司

接受房产
租赁 517.33 650.00 0.29 -20.41

小计 127,250.70 150,650.00 72.52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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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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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注：1、2021年 1-10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2021年度预计金额为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尚未实施完成，最终情况及全年实际发生金额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将
在《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盛生物”）
1、 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张太喜
（2）注册资本：3,257.26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时间：2003年 4月 29日
（4）股权关系：万盛制药（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汇盛生物 100%股权，兴泰集团有限公司为汇盛生

物的实际控制人。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用农

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动物肠衣加工；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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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注册地址：漯河经济开发区双汇工业园
2、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3、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汇盛生物总资产 22,113.33 万元，净资产 12,528.90 万

元。 2020年度，汇盛生物实现营业收入 54,078.90万元，实现净利润 5,483.87 万元；2021 年 1-9 月，汇
盛生物实现营业收入 46,483.17万元，实现净利润 5,190.73万元。

汇盛生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2022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猪肠衣、 销售猪毛
肠等、提供猪毛肠初加工业务等。 根据其经营状况及以前年度的履约情况分析，其具备良好的支付能
力和履约能力，应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低。

（二）漯河汇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盛药业”）
1、 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马相杰

（2）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时间：2019年 1月 10日
（4）股权关系：汇盛生物持有汇盛药业 100%股权，兴泰集团有限公司为汇盛药业的实际控制人。
（5）经营范围：片剂、原料药（胃蛋白酶、胰酶、胃膜素、肝浸膏）、硬胶囊剂、颗粒剂、散剂、医药中

间体（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类化学品除外）、食品营养强化剂、调味料、饮料、糖果、糕点的
生产、销售。

（6）注册地址：漯河经济开发区双汇工业园
2、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3、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汇盛药业总资产 5,857.05万元，净资产 5,138.98万元。

2020年度，汇盛药业实现营业收入 3,712.57 万元，实现净利润 929.25 万元；2021 年 1-9 月，汇盛药业
实现营业收入 3,667.07万元，实现净利润 935.31万元。

汇盛药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2022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骨粉、骨味调味料、
营养产品等商品，向其销售猪苦胆、包装物等产品，许可其使用、推广、宣传本公司部分注册商标。根据
其经营状况及以前年度的履约情况分析，其具备良好的支付能力和履约能力，应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低。

（三）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汇物流”）
1、 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张太喜
（2）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时间：2003年 5月 23日
（4）股权关系：万通物流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双汇物流 100%股权，兴泰集团有限公司为双汇物流

的实际控制人。
（5）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包装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鲜肉零售；鲜肉批发；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食品添加剂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包装材
料及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橡胶制品销售；电
力设施器材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新车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电池
销售；轮胎销售；润滑油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集装箱销售；集装箱维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
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初级农产品收购；畜牧渔业饲料
销售；饲料原料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纸浆销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
货物运输（网络货运）；生鲜乳道路运输；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
息服务；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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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注册地址：漯河市双汇工业园
2、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3、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双汇物流总资产 186,240.75万元，净资产 30,128.95万

元。 2020年度，双汇物流实现营业收入 179,647.95万元，实现净利润 11,322.13 万元；2021 年 1-9 月，
双汇物流实现营业收入 167,407.59万元，实现净利润 9,647.55万元。

双汇物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2022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接受其提供的物流运输服务、
房产租赁，向其采购商品、销售水电汽等，向其提供房产、车辆租赁服务等，本公司许可双汇物流及其
子公司使用及推广宣传本公司部分注册商标。根据其经营状况及以前年度的履约情况分析，其具备良
好的支付能力和履约能力，应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低。

（四）罗特克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特克斯”）
1、 基本情况
（1）成立时间：2006年 2月 28日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在香港注册成立
（2）经营期限：永续经营
（3）地址：香港九龙柯士甸道西 1号环球贸易广场 76楼 7602B-7605室
（4）已缴股本：338.84亿港币
（5）股权关系：Glorious Link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持有罗特克斯 100%股权， 兴泰集团有限公

司为罗特克斯的实际控制人。
（6）主营业务：进出口贸易、投资和控股公司的业务
2、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3、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罗特克斯总资产 114.24 亿美元，净资产 122.53 亿美

元。 2020年度，罗特克斯实现营业收入 12.66亿美元，实现净利润 7.07亿美元；2021年 1-9月，罗特克
斯实现营业收入 7.67亿美元，实现净利润 7.50亿美元（上述财务数据为罗特克斯母公司口径）。

罗特克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2022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通过其进口猪分割肉、 分体
肉、骨类及副产品等其它商品，分别用于肉制品生产、鲜冻肉生产和市场销售；通过其向国际市场销售
冻猪肉、肉制品等产品。 根据其经营状况及以前年度的履约情况分析，其具备良好的支付能力和履约
能力，应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低。

（五）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邦蛋白”）
1、 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James Anthony Andrew
（2）注册资本：2,200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时间：2002年 12月 24日
（4）股权关系：Solae Holdings LLC持有杜邦蛋白 60%股权，本公司持有杜邦蛋白 40%股权。
（5）经营范围：豆制品（其他豆制品：液体浓缩大豆蛋白）的生产、销售。
（6）注册地址：漯河经济开发区赣江路
2、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的联营企业，本公司董事长万隆先生在该联营企业担任董事。
3、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杜邦蛋白总资产 4,155.96万元，净资产 3,241.84万元。

2020年度，杜邦蛋白实现营业收入 7,312.2万元，实现净利润 236.03万元；2021年 1-9月，杜邦蛋白实
现营业收入 5,566.15万元，实现净利润 21.28万元。

杜邦蛋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2022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大豆蛋白、销售水电
汽等。 根据其经营状况及以前年度的履约情况分析，其具备良好的支付能力和履约能力，应向本公司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低。

（六）杜邦双汇漯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邦食品”）
1、 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James Anthony Andrew
（2）注册资本：7,400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时间：2004年 12月 20日
（4）股权关系： Solae Holdings LLC持有杜邦食品 60%股权，本公司持有杜邦食品 40%股权。
（5）经营范围：豆制品【其他豆制品：包括植物蛋白、豆类蛋白、分离蛋白、浓缩蛋白、植物水解蛋

白、大豆蛋白聚合物及其副产品（豆渣）】的生产、销售。
（6）注册地址：漯河经济开发区赣江路
2、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的联营企业，本公司董事长万隆先生在该联营企业担任董事。
3、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杜邦食品总资产 15,597.54 万元，净资产 10,422.92 万

元。 2020年度，杜邦食品实现营业收入 23,606.32万元，实现净利润 941.32万元；2021年 1-9月，杜邦
食品实现营业收入 31,480.49万元，实现净利润 1,520.99万元。

杜邦食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2022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销售水电汽等。 根据其
经营状况及以前年度的履约情况分析，其具备良好的支付能力和履约能力，应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较低。

（七）南通汇羽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汇羽丰”）
1、 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猪狩浩昭
（2）注册资本：3,808万美元
（3）成立时间：2003年 3月 25日
（4）股权关系：株式会社吴羽持有南通汇羽丰 42%股权，丰田通商株式会社持有南通汇羽丰 15%

股权，本公司持有南通汇羽丰 43%股权。
（5）经营范围：生产聚偏氯乙烯（PVDC）树脂和聚偏氯乙烯（PVDC）混合粉，销售自产产品。（涉及

前置许可经营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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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注册地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吉兴路 8号
2、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的联营企业，本公司董事长万隆先生、董事兼总裁马相杰先生在该

联营企业担任董事。
3、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南通汇羽丰总资产 43,973.83 万元，净资产 40,910.68

万元。 2020年度， 南通汇羽丰实现营业收入 21,828.84万元， 实现净利润 3,270.65万元；2021 年 1-9
月，南通汇羽丰实现营业收入 16,569.31万元，实现净利润 2,389.18万元。

南通汇羽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2022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 PVDC树脂粉。根
据其经营状况及以前年度的履约情况分析，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八）哈尔滨鹏达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达种业”）
1、 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谭国义
（2）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时间：2021年 1月 19日
（4）股权关系： 哈尔滨鹏达牧业有限公司持有鹏达种业 60%股权， 本公司持有鹏达种业 40%股

权，谭国义先生为鹏达种业的实际控制人。
（5）经营范围：种子批发；种畜禽生产及销售；家禽孵化服务；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及销

售；饲料加工、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
（6）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宾州镇西大街 8号
2、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的联营企业，本公司董事兼总裁马相杰先生、常务副总裁兼财务总

监刘松涛先生在该联营企业担任董事。
3、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鹏达种业总资产 17,660.72 万元，净资产 13,624.47 万

元。 2021年 1-9月，鹏达种业实现营业收入 8,281.71万元，实现净利润 1,452.68万元。
鹏达种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2022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父母代鸡苗，根据其

经营状况及履约情况分析，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九）河南双汇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汇地产”）
1、 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张太喜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时间：2017年 6月 12日
（4）股权关系： 双汇物流持有双汇地产 60%股权， 昌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双汇物流 40%股

权，兴泰集团有限公司为双汇地产的实际控制人。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材料经销；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商业地产建设与管理。
（6）注册地址：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号双汇大厦
2、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3、 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 双汇地产总资产 130,492万元， 净资产 9,468 万元。

2020 年度，双汇地产实现营业收入 22,451 万元，实现净利润 2,057 万元；2021 年 1-9 月，双汇地产实
现营业收入 3,432万元，实现净利润 78万元。

双汇地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2022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本公司许可双汇地产及其子
公司使用及推广宣传本公司部分注册商标，根据其经营状况及履约情况分析，其具备良好的支付能力
和履约能力，应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低。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交易标的 定价原则和依据 付款安排 结算方式

采购
猪肠衣

执行市场价格，即按照需方采购非关联第三方同类、同
等质量产品的招标价格作为结算价格。 账期一个月内 现金结算及银行

汇票结算

采购商品 执行市场价格，即按照需方采购非关联第三方同类、同
等质量产品的招标价格作为结算价格。 账期一个月内 现金结算及银行

汇票结算

采购分割肉、分
体肉骨类及副
产品等

参照需方当期同类同品质产品平均采购价格、 供方及
其关联方向非关联方销售的可比价格， 按市场原则确
定价格。 如订单签订后，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市场
价格发生较大波动，经双方协商可以对订单的价格、数
量等进行调整，价格调整亦遵循上述交易定价原则。

在供方货物到港结算时
需方按实际数向供方支
付等额货款

现金结算

采购
大豆蛋白

根据需方与供方其他股东签署的《关于成立“杜邦双汇
漯河蛋白有限公司”的合资合同》的相关约定，在充分
考虑成本等的基础上， 经双方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协
商确定全年平均采购价格约为 2,170元 / 吨，如协议有
效期内原料价格波动较大，经双方协商同意，可适当调
整平均采购价格。

账期一个月内 现金结算及银行
汇票结算

采购 PVDC
树脂粉

根据需方与供方其他股东签署的《南通汇羽丰新材料
有限公司合资合同》 的相关约定， 在充分考虑市场价
格、成本等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平均采购价格约
为 20,940元 /吨， 如协议有效期内货物市场价格波动
较大，经双方协商同意，可根据市场价格适当调整平均
采购价格。

账期二个月内 现金结算及银行
汇票结算

采购父母代鸡
苗

根据需方与供方其他股东签署的《关于哈尔滨鹏达种
业有限公司之股权合作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在充分考
虑市场价格、成本等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采购价
格区间为 27-32元 /套， 如协议有效期内货物市场价
格波动较大，经双方协商同意，可根据市场价格适当调
整平均采购价格。

种蛋上孵前 10 天内付
款，货物最终结算金额以
当月实际定价与实际交
易量确定

现金结算及银行
汇票结算

销售水电汽等 双方根据供方本协议交易项下发生的合理成本加上参
照非关联方交易毛利（约 10%）协商确定。 账期一个月内 现金结算及银行

汇票结算

销售猪毛肠等
参考市场价格（指供方向非关联第三方提供同类、同等
质量、规格货物的价格），每月根据对供方市场同类产
品的询价，确定结算价格。

账期一个月内 现金结算及银行
汇票结算

销售猪苦胆等
参考市场价格（指供方向非关联第三方提供同类、同等
质量、规格货物的价格），每月根据供方对市场同类产
品的询价，确定结算价格。

账期一个月内 现金结算及银行
汇票结算

销售肉制品等
以需方向俄罗斯、日本、中国香港等市场上没有关联关
系的交易方出口的合同价格为基础， 扣减相应的贸易
费用（市场服务费用及相关资金费用）作为交易价格。

在供方货物到港结算时
需方按实际数向供方支
付等额货款

现金结算

接受物流
运输服务

计价标准参考当地市场同类货物运输费用协商确定运
价基数，并建立油价、运价联动机制：每月 1 日与上次
调整运价时的油价对比，涨跌幅超过 5%时，按对应油
价联动比例相应调整运价。 不同油价区间分别设置油
价联动比例： 油价＜6 元时， 对应的油价联动比例为
30%；6≤油价≤7 元时， 对应的油价联动比例为 35%；
油价＞7元时，对应的油价联动比例为 40%。

账期一个月内 现金结算及银行
汇票结算

提供
初级加工

委托加工费 =（人员工资及相关工资性费用 + 能源费
+保险费 +折旧费等制造费）×(1＋5%)。 账期一个月内 现金结算及银行

汇票结算

房产租赁 租赁费 =（房屋折旧、土地摊销费用 +资金成本 +房产
税、土地使用税等相关费用）×(1＋10%)。 账期一个月内 现金结算及银行

汇票结算

车辆租赁 租赁费＝（折旧＋资金成本）×(1＋10%)。 账期一个月内 现金结算及银行
汇票结算

接受仓储服务 执行市场价格，即乙方（指本公司）接受非关联第三方
同类、同等质量服务的招标价格。 账期一个月内 现金结算及银行

汇票结算

商标使用及推
广宣传许可

（1）汇盛药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汇盛药业每年支
付商标许可费， 具体金额以使用标的商标的相关产品
的销售额的千分之一计算为准。
（2）双汇物流：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除为本公司在相
关车辆车体印刷广告外， 双汇物流每年应支付商标许
可费， 具体金额以双汇物流及其子公司每年营业收入
的万分之一核算为准。
（3）双汇地产：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双汇地产每年支
付商标许可费， 具体金额按照双汇地产及其子公司使
用标的商标的相关楼盘项目交房后确认收入金额的万
分之一计算为准。

次年的 1月 10日前付款 现金结算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计划就上述关联交易分别与各关联方签署相关的《供货协议》《能源动力供应协议》《物流运

输协议》《房产租赁协议》《车辆租赁协议》《委托加工协议》《仓储服务协议》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协
议（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供货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结算方式：以现金结算或以现金及银行汇票方式结算。
② 付款安排：（i）采购父母代鸡苗：种蛋上孵前 10 天内付款，货物最终结算金额以当月实际定价

与实际交易量确定；（ii）采购分割肉、分体肉骨类及副产品等，销售肉制品等：在供方货物到港结算时
需方按实际数向供方支付等额货款；（iii）向关联方采购或销售的其他产品：账期 1-2个月内。

③ 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
交易所规则取得各有权机关(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协议的批准后生效。

④ 协议有效期：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
⑤ 交易价格
采购猪肠衣：执行市场价格，即按照需方采购非关联第三方同类、同等质量产品的招标价格作为

结算价格。
采购商品：执行市场价格，即按照需方采购非关联第三方同类、同等质量产品的招标价格作为结

算价格。
采购分割肉、分体肉骨类及副产品等：参照需方当期同类同品质产品平均采购价格、供方及其关

联方向非关联方销售的可比价格，按市场原则确定价格。如订单签订后，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市场
价格发生较大波动，经双方协商可以对订单的价格、数量等进行调整，价格调整亦遵循上述交易定价
原则。

采购大豆蛋白：根据需方与供方其他股东签署的《关于成立“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的合资
合同》的相关约定，在充分考虑成本等的基础上，经双方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全年平均采购
价格约为 2,170 元/吨，如协议有效期内原料价格波动较大，经双方协商同意，可适当调整平均采购价
格。

采购 PVDC 树脂粉：根据需方与供方其他股东签署的《南通汇羽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合资合同》的
相关约定，在充分考虑市场价格、成本等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平均采购价格约为 20,940 元/吨，
如协议有效期内货物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经双方协商同意，可根据市场价格适当调整平均采购价格。

采购父母代鸡苗：根据需方与供方其他股东签署的《关于哈尔滨鹏达种业有限公司之股权合作协
议书》的相关约定，在充分考虑市场价格、成本等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采购价格区间为 27-32
元/套，如协议有效期内货物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经双方协商同意，可根据市场价格适当调整平均采购

价格。
销售猪毛肠等：参考市场价格（指供方向非关联第三方提供同类、同等质量、规格货物的价格），每

月根据对供方市场同类产品的询价，确定结算价格。
销售猪苦胆等：参考市场价格（指供方向非关联第三方提供同类、同等质量、规格货物的价格），每

月根据供方对市场同类产品的询价，确定结算价格。
销售肉制品等：以需方向俄罗斯、日本、中国香港等市场上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方出口的合同价

格为基础，扣减相应的贸易费用（市场服务费用及相关资金费用）作为交易价格。
2、《能源动力供应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以现金及银行汇票方式结算，账期一个月内。
② 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

交易所规则取得各有权机关(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协议的批准以及取得本次交易所需的相关政
府主管机关审批（如需）后生效。

③ 协议有效期：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
④ 交易价格： 双方根据供方本协议交易项下发生的合理成本加上参照非关联方交易毛利（约

10%）协商确定。
3、《物流运输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以现金及银行汇票方式结算，账期一个月内。
② 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

所规则取得各有权机关(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协议的批准后生效。
③ 协议有效期：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
④ 交易价格：计价标准参考当地市场同类货物运输费用协商确定运价基数，并建立油价、运价联

动机制：每月 1日与上次调整运价时的油价对比，涨跌幅超过 5%时，按对应油价联动比例相应调整运
价。 不同油价区间分别设置油价联动比例：油价＜6元时，对应的油价联动比例为 30%；6≤油价≤7 元
时，对应的油价联动比例为 35%；油价＞7元时，对应的油价联动比例为 40%。

4、《房产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每月月末以现金及银行汇票方式结算。
② 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

所规则取得各有权机关(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协议的批准后生效。
③ 协议有效期：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
④ 交易价格：租赁费=（房屋折旧、土地摊销费用+资金成本+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相关费用）×

(1＋10%)。
5、《车辆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每月月末以现金及银行汇票方式结算。
② 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

所规则取得各有权机关(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协议的批准后生效。
③ 协议有效期：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
④ 交易价格：租赁费＝（折旧＋资金成本）×(1＋10%)。
6、《委托加工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以现金及银行汇票方式结算，账期一个月内。
② 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

所规则取得各有权机关(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协议的批准后生效。
③ 协议有效期：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
④ 交易价格：委托加工费=（人员工资及相关工资性费用+能源费+保险费+折旧费等制造费）×(1＋

5%)。
7、《仓储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每月月末以现金及银行汇票方式结算。
② 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

所规则取得各有权机关(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协议的批准后生效。
③ 协议有效期：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
④ 交易价格：执行市场价格，即乙方（指本公司）接受非关联第三方同类、同等质量服务的招标价

格。
8、《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主要内容
①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在次年的 1 月 10 日前将双方认可的商标许可费汇入本公司的银行账

户。
② 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自双方有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
③ 合同有效期： 合同的有效期从合同签署之日起至许可使用的相关商标有效期限到期日之日

止。 前述合同期限届满后，除非本公司做出相反通知，合同有效期均将延长 6个月。
④ 交易价格：（i）汇盛药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汇盛药业每年支付商标许可费，具体金额以使

用标的商标的相关产品的销售额的千分之一计算为准；（ii）双汇物流：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除为本
公司在相关车辆车体印刷广告外，双汇物流每年应支付商标许可费，具体金额以双汇物流及其子公司
每年营业收入的万分之一核算为准；（iii）双汇地产：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双汇地产每年支付商标许
可费， 具体金额按照双汇地产及其子公司使用标的商标的相关楼盘项目交房后确认收入金额的万分
之一计算为准。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交易类别 交易的必要性
及持续性

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
图

交易的
公允性

对公司独立性
的影响

采购
猪肠衣

公司肉制品的生产
需要大量优质包装
材料的稳定供应，预
计未来仍需持续向
关联方采购。

保证产品的安全和稳
定生产。

交易价格公允， 付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的同时，还
向第三方采购，因此不存在其
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采购商品
采购生产经营所需
的原材料、 商品，有
利于食品安全和生
产经营的稳定性。

保证产品的安全和稳
定生产。

交易价格公允， 付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的同时，还
向第三方采购，因此不存在其
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采购分割肉 、
分体肉

有效利用关联方高
品质且成本较低的
原料肉。

提升产品品质，降低生
产成本， 提高经济效
益。

交易价格公允， 付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性，
该类交易也不会影响本公司
的独立性。

采购骨类及副
产品等其他商
品

充分利用关联方质
优价廉的产品开拓
国内市场。

扩大公司进出口贸易
业务，增加公司经营效
益。

交易价格公允， 付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性，
该类交易也不会影响本公司
的独立性。

采购大豆蛋白
公司肉制品生产的
需要，属于持续性关
联交易。

能够满足本公司对该
类物资的部分需求。

交易价格公允， 付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除向关联方采购该类物资外，
公司还向其他第三方采购类
似产品，因此不影响本公司的
独立性。

采购 PVDC
树脂粉

肉制品生产对包装
物的需要，大部分由
关联方提供，今后仍
将继续由关联方提
供。

保证产品包装形式统
一和食品安全，且采购
价格低于进口价格。

交易价格公允， 付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存在一定程度
的依赖性，但其对本公司同样
存在依赖性，双方以协议形式
约定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采购父母代鸡
苗

公司家禽养殖业生
产的重要原料，属于
持续性关联交易。

充分利用关联方质优
价廉的产品优势，降低
公司养殖成本。

交易价格公允， 付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除向关联方采购该类物资外，
公司还向其他第三方采购，因
此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销售水电汽等

本公司建有足够的
能源动力供应设施，
并可向关联方少量
提供，属持续性关联
交易。

交易能充分发挥公司
水电汽等相关资产的
效能，提高产能利用率
及效益。

交易价格公允， 收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
独立性，也不存在本公司对关
联方依赖或受其控制的情形。

销售猪毛肠等 关联方对该类产品
有持续性需求。

本公司可及时、就近处
理生猪屠宰下料。

交易价格公允， 收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性，
该类交易也不会影响本公司
的独立性。

销售猪苦胆等 关联方对该类产品
有持续性需求。

本公司可及时、就近处
理生猪屠宰下料。

交易价格公允， 收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性，
该类交易也不会影响本公司
的独立性。

销售肉制品等 利用国际市场扩大
产品销售。

充分利用关联方的跨
国贸易平台，借助其在
国际市场的原有客户
渠道拓展国际市场。

交易价格公允， 收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的同时，还
向第三方销售，因此不存在其
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接受物流
运输服务

公司低温肉制品和
冷鲜肉的运输必须
得到安全及时的冷
链物流运输服务，属
持续性关联交易。

基于公司对冷链物流
运输服务的需求。

交易价格公允， 付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
独立性，也不存在本公司对关
联方依赖或受其控制的情形。

接受房产租赁
通过租赁该等房产，
实现相关项目的可
持续经营。

有利于保障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
稳定性。

交易价格公允， 付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存在一定程度
的依赖性，但该类交易不会影
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接受仓储服务
补充公司原材料及
成品储存能力，满足
生产经营需要，属持
续性关联交易。

基于公司对仓储服务
的需求，有利于加强公
司库存管理，提供存货
周转效率。

交易价格公允， 付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性，
该类交易也不会影响本公司
的独立性。

提供初级加工

猪毛肠只有在生猪
屠宰车间进行简单
初加工后才能方便
卫生地运输、销售给
关联方。

本公司不具备肠衣加
工及肝素钠提取能力，
只有销售给关联方才
能提升其价值。

交易价格公允， 收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性，
该类交易也不会影响本公司
的独立性。

提供房产租赁
向关联方提供房产
租赁，关联方有持续
性需求。

交易能充分发挥公司
相关资产的效能。

交易价格公允， 收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性，
该类交易也不会影响本公司
的独立性。

提供车辆租赁
向关联方提供车辆
租赁等运输工具事
宜，关联方有持续性
需求。

交易能充分发挥公司
相关资产的效能。

交易价格公允， 收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性，
该类交易也不会影响本公司
的独立性。

商标使用及推
广宣传许可

许可关联方使用及
推广宣传本公司部
分注册商标，关联方
有持续性需求。

交易能充分发挥公司
相关资产的效能。

交易价格公允， 收款
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
独立性，也不存在本公司对关
联方依赖或受其控制的情形。

五、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均为正常的经营性业务往来，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规划和整体发展的需要，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万隆先生、万宏伟先生、郭丽军先生、马相杰先生应
予回避。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事项均为正常的经营性业务往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
的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和整合资源、整合市场的能力，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和
整体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了表决。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

六、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相关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且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事项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上述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性业务往来的需要，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
原则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 备查文件
(一)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三)《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核查意见》；
(四)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五)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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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

《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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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及修订《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具体情况如下：

一、 经营范围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464,661,213元。

第六条
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3,464,661,213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畜禽屠宰，加工销售肉
类食品、肉类罐头、速冻肉制品、定型包装熟肉制品（含
清真食品）、食用动物油脂（猪油）、水产加工品（鱼糜制
品（即食类））；生猪养殖、销售；生产销售 PVDC 薄膜及
食品包装材料、其他包装材料制品；猪肠衣（盐渍猪肠
衣）及其附属产品的加工、销售；医药中间体（肝素钠）的
提取、销售；农副产品收购；生产加工肉制品及相关产品
配套原辅料、调味料、食品添加剂、复配食品添加剂；蛋
制品销售，技术咨询服务，仓储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易燃易爆危险品），食品行业的投资，销售代理，相关
经营业务的配套服务。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牲畜饲养；牲畜销售；种畜
禽生产；种畜禽经营；家禽饲养；饲料生产；畜牧渔业饲料销
售；饲料原料销售；牲畜屠宰；生猪屠宰；家禽屠宰；动物肠
衣加工；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
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
工具制品生产；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食品用
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塑料制品
制造； 塑料制品销售； 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添加剂销售；调味品生产；餐饮
服务；餐饮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销售代理。（上述经营范围的具体表述以登记机关核
准为准）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本次变更内容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为准。

《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河南双汇投资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1年 12月）》。

二、 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

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全权负责办理本次工商登记变更相关事
宜。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备查文件
(一)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三)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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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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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为持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参会人员和公司员工的健康安全，公司建议各位股东通

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须在 2021年 12月 17日 16:00前与公司联系， 如实登记近

期个人行程、健康状况等相关信息，未提前登记或不符合防疫要求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进入会
议现场。 请现场参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做好往返途中的防疫措施，并配合会场的相关防疫工作安排。
会议过程中需全程佩戴口罩，请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自备口罩等防护用品。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召开，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12月 20日（星期一）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12月 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20 日 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12月 20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五) 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 12月 13日。
(七) 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 2021 年 12 月 13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参加网络投票。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 会议地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号双汇大厦二楼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 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1.《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12月 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等相关公
告。

(三) 特别强调事项：
1. 上述第 1项议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 上述第 1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罗特克斯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人士应当回避表决。
3. 上述第 2项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三、 提案编码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需持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 登记时间：2021年 12月 16日-12月 17日 9：00~16：00。
(三) 登记地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号双汇大厦三层公司证券部。
五、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网络投票相关事宜参见附件 1。
六、 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395）2676530
传 真：（0395）2693259
邮政编码：462000
联 系 人：张霄
(二) 会议费用：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七、 备查文件
(一)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 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程序
1. 投票代码：360895，投票简称：双汇投票。
2. 投票提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 提案设置：
表一 股东大会提案对应“提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1年 12月 2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2021年 12月 20日 9:15~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其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
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
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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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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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

话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二) 董事会会议于 2021年 12月 2日在双汇大厦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三) 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8人，实到董事 8人。
(四)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万隆先生主持。
(五)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会议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其中向关联人采购原

辅材料和商品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770,000 万元，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总金额为人民币 176,650 万
元，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和商品总金额为人民币 61,600 万元， 向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总金额为人民币
5,550万元，接受关联人支付的商标许可费总金额为人民币 29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且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提交董事会审议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万隆先生、万宏伟先生、郭丽军先生、马相杰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完善公司治理制度，董事会同意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全权负责办理本次工商登记变更相关事宜。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培训中心的议案》。
为加强企业人才梯队建设，激发组织活力，进一步打造学习型企业，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

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成立培训中心。
(四)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全红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 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

案》。
根据行业状况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考虑高级管理人员岗位职责等因素，同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拟定的公司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 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年度实际发放的薪酬金额将根据
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 2021年 12月 20日召开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 备查文件
(一)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三)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 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全红先生，1972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清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肉制

品事业部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李全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核实，李全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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