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科顺

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顺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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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对科顺股份审核确认 2017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2017 年度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7 年度，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 70,130.00 万元，实际

发生 107,418.05 万元，主要系公司增加银行授信所致。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关联

租赁 

陈作留 租赁房屋 34.00 40.00 -15.00% 2017 年 4 月 27 日于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

台披露的 2017-020《关于预计

公司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的公告》 

陈伟忠 租赁房屋 12.00 15.00 -20.00% 

阮宜宝 租赁房屋 72.05 75.00 -3.93% 

小计 118.05 130.00 -9.17%  

关联

担保 

陈伟忠及其

关联方、孙

崇实、卢

嵩、佛山科

顺等 5 家全

资子公司 

关联方为

公司申请

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 

107,300 70,000.00 53.29% 

2017 年 4 月 27 日、8 月 30 日

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关于预

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

交易的公告》（2017-020）；

《科顺防水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2017-

035） 

二、 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姓名 关联方类型 住所 关联关系 

陈伟忠 自然人 广东省深圳市 
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一，持有公司 25.09%的股权 

阮宜宝 自然人 广东省深圳市 
陈伟忠之配偶，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持

有公司 6.56%的股权 

陈作留 自然人 广东省佛山市 陈伟忠之父亲，持有公司 3.84%的股权  

陈智忠 自然人 广东省佛山市 陈伟忠之胞弟，持有公司 6.61%的股权  

陈华忠 自然人 广东省佛山市 陈伟忠之胞弟，持有公司 2.62%的股权 

方勇 自然人 广东省深圳市 
公司董事、总经理，持有公司 1.39%的股

权 

卢嵩 自然人 广东省珠海市 
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持有公司 0.86%

的股权 

孙崇实 自然人 广东省深圳市 公司副总经理，持有公司 0.98%的股权 

佛山市科顺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广东省佛山市 公司全资子公司 

重庆科顺化工新

材料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重庆市 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科顺防水

工程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广东省深圳市 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科顺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北京市 公司全资子公司 

昆山科顺防水材

料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江苏省昆山市 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预计 2018 年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租赁 

项目 事项 关联方 交易类型 预计金额(万元) 

1 
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

屋作为员工宿舍 
陈作留 房屋租赁          35.00 

2 
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

屋作为员工宿舍 
陈伟忠 房屋租赁            15.00  

3 

公司深圳销售分公司

向关联方租赁房屋作

为办公场所 

阮宜宝 房屋租赁            75.00  

 合计            125.00  

（二）关联担保 

贷款行 
授信额度

（万元） 

授信 

期限 
担保人 抵押物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容桂支行 
51,300 一年 

陈伟忠、阮宜宝、陈智

忠、陈华忠、陈作留、卢

嵩、佛山市科顺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顺防

水工程有限公司、重庆科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桃

花街 2 号地块及建筑

物、佛山市顺德区容桂

街道红旗中路工业区

38 号之一地块及建筑



贷款行 
授信额度

（万元） 

授信 

期限 
担保人 抵押物 

顺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物、佛山市顺德区容桂

街道办事处容山居委会

容奇大道天诚大厦三楼

办公室 

8,000 一年 无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30,000 一年 

陈伟忠、阮宜宝、陈智

忠、陈华忠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25,000 一年 

陈伟忠、阮宜宝、陈智

忠、陈华忠、方勇、孙崇

实、卢嵩、佛山市科顺建

筑材料有限公司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容桂支行 
20,000 一年 

陈伟忠、陈智忠、陈华

忠、陈作留、佛山市科顺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北京

科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昆山科顺防水材料有限公

司 

无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15,600 一年 

陈伟忠、阮宜宝、陈智

忠、陈华忠 
无 

广东南粤银行佛山分行 10,000 一年 陈伟忠、阮宜宝 无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10,000 一年 

陈伟忠、阮宜宝、陈智

忠、陈华忠、陈作留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顺德分行 
13,000 一年 

陈伟忠、阮宜宝、陈智

忠、陈华忠、陈作留、佛

山市科顺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 

无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30,000 一年 

陈伟忠、阮宜宝、佛山市

科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无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40,000 一年 

陈伟忠、阮宜宝、陈智

忠、陈华忠 

无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佛山分行 
8,000 一年 

陈伟忠、阮宜宝、陈智

忠、陈华忠、陈作留、 

佛山市科顺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 

无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分行 
20,000 一年 

陈伟忠、阮宜宝、陈智

忠、陈华忠、 

佛山市科顺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 

无 

合计 280,900    

四、预计 2018 年度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预计 2018 年公司（含子公司）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为：⑴公司向控股股

东陈伟忠及其关联方租赁办公场所、员工宿舍等房屋；⑵陈伟忠及其关联方、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预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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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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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租赁 

陈作留 租赁房屋 
依据市场价

格 
35.00 17.00 34.00 

陈伟忠 租赁房屋 
依据市场价

格 
15.00 6.00 12.00 

阮宜宝 租赁房屋 
依据市场价

格 
75.00 36.02 72.05 

小计 125.00 59.02 118.05 

关联担保 

陈伟忠及其关联

方、孙崇实、卢

嵩、佛山科顺等

5 家全资子公司 

关联方为公

司申请银行

授信提供担

保 

无需支付对

价 
280,900.00 195,300 107,300 

小计 280,900.00 195,300 107,300 

合计  195,359.02 107,418.05 

五、2018 年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必要性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伟忠及其关联方拥有多处闲置房产，公司租赁

他们的房屋用于办公、安排职工住宿，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正常开展，提高员工

的凝聚力；陈伟忠及其关联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

司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要求，公司无需向关联方支

付对价，也不存在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条件，对公司日常经营提供了融资渠道，

有利于公司发展壮大。 

(二)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租赁关联交易均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

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担保

为公司银行融资提供了便利，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上

述关联交易未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产生重大依赖。 

六、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 4月 1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 4月 19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2017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该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元证券认为：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2018 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发展和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非关

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已审议通过该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公司审核确认 2017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决策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国元证券对于公司审核

确认 2017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车达飞  董江森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