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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6          证券简称：申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8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1-10月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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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 2018 年 1-10 月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该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没有损害本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公司与各关联方的业务往来不构成公司对各关联

方的依赖关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8 年 1-10 月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董事姚明华、汤春方、蔡佩民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

过。此项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董事会上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对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认真了解后，对该等交易表示认可，并同意将《关于 2018 年 1-10 月日

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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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2018 年 1-10 月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执行了关联董事回避制度，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

程》、《上市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体现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市场原则，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没有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 

 

3、审计委员会发表的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对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能有效提高公司日

常经营及决策效率。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亦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

则，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 

 

（二）2018 年 1-10 月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8 年 1-10 月公司日常经营中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调整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中确定的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原则，交易总金额未超过分类预计发

生额，实际发生情况汇总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方 

关联关

系 

关联

交易

类型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18 年预计关联交

易金额 

2018 年 1-10

月实际关联

交易金额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关联交

易结算

方式 

东方国际

（集团）

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

企业 

控股股

东及其

关联企

业 

购买

商品 
纺织品 

以市场

公允价

值为基

础的协

议价 

50,000,000.00 

5,300,269.89 0.04% 

现金 
接受

劳务 

加工、

物业等 
2,964,265.12 0.02% 

小计 8,264,535.01 0.06%   

公司参股

企业（董

事兼任） 

公司董

事、高

管兼任

董事的

企业 

购买

商品 

汽车地

毯 

50,000,000.00 

0.00 0.00% 

现金 
接受

劳务 
加工费 207,270.89 0.00% 

小计 207,270.89 0.00%   

IAC 集

团及其

控股子

公司 

重要控

股子公

司的少

数股东

及其控

股子公

司 

购买商

品 

汽车地

毯 
500,000,000.00 

80,216,738.57 0.67% 

现金 

接受劳

务 

过渡期

服务 
36,166,054.72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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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16,382,793.29 0.97%  

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合计 600,000,000.00 56,462,936.93 1.55%   

东方国际

（集团）

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

企业 

控股股

东及其

关联企

业 

销售

商品 
纺织品 

600,000,000.00 

135,971,585.75 1.01% 

现金 
其他

收入 

其他能

源费 
716,523.39 0.01% 

其他

收入 
租赁 3,845,645.36 0.03% 

小计 140,533,754.50 1.05%   

公司参股

企业（董

事兼任） 

公司董

事、高

管兼任

董事的

企业 

销售

商品 

汽车地

毯 

150,000,000.00 

36,392,112.71 0.27% 

现金 
其他

收入 
租赁 1,616,351.44 0.01% 

其他

收入 

物业管

理等 
1,176,526.72 0.01% 

小计 39,184,990.87 0.29%   

IAC 集

团及其

控股子

公司 

重要控

股子公

司的少

数股东

及其控

股子公

司 

销售商

品 

汽车地

毯 

1,200,000,000.00 

168,514,180.84 1.25% 

现金 
其他收

入  
租赁  19,378,508.55  0.14%  

提供劳

务 

过渡期

服务 
2,619,241.85 0.02% 

小计 190,511,931.24 1.41%  

销售商品和其他收入合计 1,950,000,000.00 370,230,676.61 2.75%   

 

（三）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原则不变，即：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仅限于本公司及控股企业、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在其主营业务范围内正常生

产经营中的纺织品（包括纺织品原料及产业用纺织品）采购、销售、加工、进出

口代理和其它必需业务，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资产租赁、技术开发、劳务服务，以

及因日常经营和办公需要发生的租赁事项等。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

方范围和预计金额如下表，在预计范围内的日常关联交易，按实际发生金额结算；

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关联交易将重新提请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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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预计金额 

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3,000 

公司参股企业（董事兼任） 500 

IAC 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 26,000 

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合计 29,500 

销售商品和其他收入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40,000 

公司参股企业（董事兼任） 8,000 

IAC 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 25,000 

销售商品和其他收入小计 73,000 

厂房租赁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200 

公司参股企业（董事兼任） 300 

厂房租赁小计 500 

销售商品和其他收入合计 73,5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 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周正明 

成立日期 1995 年 2 月 27 日 

注册资本 84,765.90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 757 号 1 号楼 1 楼 

主要经营业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

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

贸易，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外），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经

营，商务咨询，停车场（库）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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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

审计） 

2017 年期末总资产为 124,884 万元、净资产为 91,602 万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4,469 万元、净利润为 4,282 万元。 

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31.07%的控股股东 

 

2、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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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童继生 

成立日期 2001 年 12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1,413,234.56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桥路 1488 号 

主要经营业务 

资产经营与管理、实业投资、纺织产品的制造、销售、技术服

务、经营贸易，自有房屋租赁。（已发需请批准的项目，经先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

审计） 

2017年期末总资产为 4,788,039万元、净资产为 1,510,994万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7,212,174 万元、净利润为 106,631 万元。 

关联关系 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东 

 

3、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童继生 

成立日期 1994 年 10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8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娄山关路 85 号东方国际大厦 A 座 22－24 层 

主要经营业务 

经营和代理纺织品、服装等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

经营、合作生产、三来一补业务，经营技术进出口业务和轻纺、

服装行业的国外工程承包业务、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

各类劳务人员，承办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产权经纪，自有房屋

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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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

审计） 

2017年期末总资产为 6,540,935万元、净资产为 2,536,519万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9,610,744 万元、净利润为 164,593 万元。 

关联关系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东 

 

4、 上海申达川岛染整有限公司 

名称 上海申达川岛染整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姚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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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04 年 9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364 万美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园国路 1188 号 

主要经营业务 

生产工程用特种纺织品、高档织物面料染色以及后整理加工，

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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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

审计） 

2017 年期末总资产为 3,335.00 万元、净资产为 3,199.32 万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2,736.22 万元、净利润为-97.42 万元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姚明华先生兼任董事的参股企业 

 

5、 川岛织物（上海）有限公司 

名称 川岛织物（上海）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伊豆原康之 

成立日期 2002 年 3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15,038.7771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徐潘路 258 号 

主要经营业务 

生产、加工汽车座垫面料等工业用特种纺织品，销售本公司自

产产品；上述产品同类商品及其生产原材料的批发、进出口、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提供技术咨询及相关配套服务（不涉

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

审计） 

2017年期末总资产为 29,367.99万元、净资产为 18,010.79万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45,164.63 万元、净利润为 1,294.20 万元。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姚明华先生兼任董事的参股企业 

 

6、 武汉泰昌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名称 武汉泰昌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吕品 

成立日期 2003 年 10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126 万欧元 

注册地址 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汉江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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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业务 
生产、经营汽车内部装饰件；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企业

管理服务、汽车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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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

审计） 

2017 年期末总资产为 10,809.87 万元、净资产为 3,661.06 万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11,858.99 万元、净利润为-474.01 万元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姚明华先生兼任董事的参股企业 

 

7、 长春旭阳佛吉亚毯业有限公司 

名称 长春旭阳佛吉亚毯业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冯浩 

成立日期 2002 年 3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10,915 万元 

注册地址 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千朋路 800 号 

主要经营业务 

生产汽车地毯；提供与汽车地毯总成及其制品有关的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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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

审计） 

2017 年期末总资产为 31,600.65 万元、净资产为 6,436.29 万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41,491.96 万元、净利润为 511.52 万元 

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万玉峰先生兼任董事的参股企业 

 

8、 依蒂尔申达汽车零部件（天津）有限公司 

名称 依蒂尔申达汽车零部件（天津）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龚杜弟 

成立日期 2014 年 2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250 万欧元 

注册地址 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源道 9 号 C2 

主要经营业务 

生产并销售汽车纺织部件、内装饰件、注塑件和隔音件，及其

相关设备、模具、检具；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

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

审计） 

2017 年期末总资产为 6,386.52 万元、净资产为 3,537.27 万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10,135.94 万元、净利润为 1,328.57 万元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姚明华先生、技术总监龚杜弟先生兼任董事的参股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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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YX, LLC 

名称 NYX, LLC 

公司类型 S 类型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Chain S.Sandhu 

成立日期 1989 年 

注册股本 28,600 股 

注册地址 12827Fairlane, Livonia, Michigan 48150 

主要经营业务 汽车内饰的生产和销售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未

经审计） 

2017 年期末总资产为 111,686.68 万元、净资产为 30,186.93 万

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248,557.97 万元、净利润为 22,106.85 万

元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姚明华先生兼任董事的参股企业 

 

10、 International Automotive Components Group S.A.（简称“IAC 集团”） 

公司名称 International Automotive Components Group, S.A. 

公司类型 Société Anonyme（股份公司） 

设立日期 2006 年 1 月 20 日 

注册号 B 113.661 

所在国家 卢森堡大公国 

注册地 4, rue Lou Hemmer, L-1748 Findel,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企业法定代表 Intertrust (Luxembourg) S.à.r.l. 

主营业务 汽车内饰供应商 

授权/注册股本 500,000,000 股 

实际发行股份 20,909,375 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未

经审计；采用美国 GAAP

准则） 

2017 年期末总资产为 20.28 亿美元、净资产为 3.70 亿美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43.8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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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 
重要控股子公司 Auria Solutions Ltd.（简称“Auria 公司”）的

少数股东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履约能力及支付能力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协议签署  

1、 定价政策：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应符合同产品在同时期的市场普遍价格水平；

或处于与类似产品相比的正常价格范围；如市场上暂无相同或类似产品和加

工情况的，上述价格和其它主要条件的设置应不低于行业正常水平的毛利。 

2、 协议签署：Auria 公司已与 IAC 集团分别签署《供应协议》（Master Supply 

Agreement）及《过渡期服务协议》（Transition Service Agreement）。其他业务

将在发生时签署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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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该等关联交易使本公司充分利用 

了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交易各方优势互补和资源合 

理配置，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以确保公司精干高效、专注核心业务的发展。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经营 

业绩的稳定增长。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坚持了市场化原则，交易金 

额在公司经营成本、收入和利润中所占比例极小，不影响本公司各项业务的独立 

性，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 

本公司各项业务均独立于各关联方，与各关联方的业务往来不构成公司对各

关联方的依赖关系。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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