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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 

2018 年度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方 

2017年 

预计金额 

2017年 

实际发生额 

采购商品 采购商品 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450.00  296.21  

采购商品 支付水费 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38.00  60.70  

采购商品 采购商品 江苏信轮美合金发展有限公司 5,150.00  2,062.01  

采购商品 采购商品 江苏鑫美亚传动部件有限公司 1,120.00  565.62  

采购商品 采购商品 凤凰（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 75,000.00  36,218.58  

采购商品 支付电费 江苏广惠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23.72  

出售商品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鑫美亚传动部件有限公司 3,050.30  4,146.64  

出售商品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2,490.00  2,670.07  

出售商品 收取燃气费 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33.16  

出售商品 销售商品 凤凰（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 400.00  687.50  

出售商品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上海凤凰医疗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30.00  21.59  

出售商品 销售商品 江苏信轮美合金发展有限公司 10.00  14.04  

提供服务 收取水电费 上海必看科技有限公司   0.18  

提供服务 收取水电费 上海视瑞光学有限公司   0.28  

物业租赁 
本公司作为

承租方租金 
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400.00  309.31  

物业租赁 
本公司作为

承租方租金 
上海慕苏科技有限公司 1,001.23  1,001.23  

物业租赁 
本公司作为

出租方租金 
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32.55  

合计   89,139.53  48,143.39  

说明：1、2017年公司向关联方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江苏信轮美合金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鑫美亚传动部件有限公司和凤凰（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采购商品的实际金额与预计金

额相差较大，主要原因系公司子公司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从OFO获得的订单低于预期，

导致凤凰自行车向上述企业采购订单量同步下降所致。 

2、2017年公司向鑫美亚传动部件有限公司销售商品的实际金额高于预期，主要原因系

公司子公司江苏华久辐条制造有限公司带钢销售高于预期所致。 

二、2018年度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方 

2018年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2017年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 

采购商品 采购商品 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400.00 102.75 296.21  

采购商品 支付水费 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60.00 9.87 60.70  

采购商品 采购商品 
江苏信轮美合金发展有限公

司 
1,600.00 23.60 2,062.01  

采购商品 采购商品 
江苏鑫美亚传动部件有限公

司 
700.00 44.07 565.62  

采购商品 采购商品 凤凰（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 20,000.00 359.00 36,218.58  

采购商品 支付电费 江苏广惠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0 0 23.72  

出售商品 销售商品 凤凰（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 400.00 15.26 687.50  

出售商品 收取燃气费 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0 0 33.16  

出售商品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1,998.67 359.06 2,670.07  

出售商品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江苏鑫美亚传动部件有限公

司 
3,292.99 650.72 4,146.64  

出售商品 
销售商品 

江苏信轮美合金发展有限公

司 
50.00 11.09 14.04  

提供服务 收取水电费 上海必看科技有限公司 0 0 0.18  

提供服务 收取水电费 上海视瑞光学有限公司 0 0 0.28  

出售商品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上海凤凰医疗科技江苏有限

公司 
25.00 2.19 21.59  

物业租赁 
本公司作为

承租方租金 
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366.00 91.56 309.31  

物业租赁 
本公司作为

承租方租金 
上海慕苏科技有限公司 1,051.36 268.94 1,001.23  

物业租赁 
本公司作为

出租方租金 
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0 0 32.55  

合计     29,944.02 2,270.26 48,143.39  

三、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与我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主要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主要如下： 

1、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50万美元 



注册地址：丹阳市司徒镇观鹤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翔宇 

主营业务：生产自行车及其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粘合剂、冷轧带钢、不

锈钢产品、硬质合金及金属材料表面电镀加工 

关联关系：股东（发起人）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 

2、鑫美亚传动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80万美元 

注册地址：丹阳市司徒镇谭巷村 

法定代表人：王翔宇 

主营业务：从事汽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和其他机动车链条及其配套

部件的制造和服务；农业机械配件的生产和服务；开发、设计、制造各种光学镜

片并提供售后服务。 

关联关系：股东（发起人）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 

3、上海慕苏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8幢405室 

法定代表人：王国宝 

主营业务：信息科技、计算机科技、网络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机械零部件的研发

及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关联关系：股东（发起人）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 

4、江苏信轮美合金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丹阳市司徒镇观鹤路 

法定代表人：王国宝 

主营业务：铝合金型材、不锈钢制品、镁合金制品、线材加工，车圈、辐条、

标牌生产、加工，上述产品的同类产品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 

5、凤凰（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工业园景观路43号 

法定代表人：赵江宏 

主营业务：自行车、童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及零部件制造、销售；

自行车、童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 

关联关系：天津凤凰系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法人组织。 

6、上海凤凰医疗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丹阳市司徒镇观鹤路 

主营业务：从事二类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生产，一类医疗器械研发、生

产，上述产品的同类产品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

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医疗信息咨询服务。 

关联关系：股东（发起人）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 

四、定价原则和依据 

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价确定交易价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利用双方优势资源，为对方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实现优势互

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2、充分利用关联公司的资源优势，为公司供产销体系打造一体化产业。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而发生的，有利于充分利

用已有的资源，降低公司生产成本，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相关关联交

易的履行将严格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没有损害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