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19-010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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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州明
珠”或“公司”）及其子公司 2019 年度与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塑集团”）、东塑集团子公司沧州东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塑房地产”）、沧州东塑明珠商贸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商贸城”）、沧州明
珠服饰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服饰”）和沧州东塑集团御河酒业营
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河酒业”），东塑集团控股子公司沧州东塑明珠国际商
贸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商贸城”），东塑集团分公司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颐和大酒店（以下简称“颐和大酒店”）以及董事赵如奇参股并担任
法定代表人的沧州明珠国际轻纺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轻纺城”）、 董事
赵如奇兼任董事的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州银行”）发生的经常
性关联交易有租入资产、出租资产、接受劳务、提供劳务、采购商品、销售商品
和存款余额及利息等交易，预计 2019 年总金额不超过 7,855 万元。
2、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2019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9 年经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宏伟、于桂亭、赵如奇、于增胜、
孙梅回避表决，表决结果 4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核查意见以及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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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2.5 条及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规定，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租入资产

出租资产

接受劳务

提供劳务

采购产品

关联方

2018 年实际发生

2018 年预计
交易最高金额

2018 年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东塑集团

600

440.39

100

东塑集团

85

77.51

9.24

东塑房地产

100

58.11

6.93

明珠商贸城

70

61.45

7.32

国际轻纺城

50

34.18

4.07

国际商贸城

50

--

--

明珠服饰

30

3.29

0.39

200

58.00

10.47

东塑集团

30

0

0

明珠商贸城

50

22.27

39.14

东塑房地产

50

--

--

东塑集团

50

--

--

国际商贸城

30

--

--

国际轻纺城

30

--

--

明珠服饰

30

--

--

御河酒业

400

25.92

1.74%

东塑集团

500

0

0

东塑房地产

500

--

--

5000

--

--

7,855

781.12

--

颐和大酒店

销售产品
存款余额及
利息

沧州银行

合计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与前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205,48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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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桂亭
住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新华西路 13 号
注册资本：10,887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木材、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
品）、家具的批发、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
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
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房屋租赁；仓储服
务；（下列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烟酒（限零售）；餐饮、住宿、文化娱乐、
美容美发、洗浴洗衣服务；花卉、食品饮料的批发、零售；物业服务；会议服
务；餐饮设备租赁；酒店管理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展开经营活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东塑集团资产总额 538,379.31 万元，净资产 214，
179.08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2,493.13 万元，实现净利润 8,951.81 万
元。（以上数据为东塑集团母公司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公司名称：沧州东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于桂亭
住所：沧州市运河区新华西路 13 号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饰；销售装饰材料、灯具、家具、
陶瓷制品、钢材、木材、建筑材料、纺织服装及日用品、家用电器、文化用
品；物业管理。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东塑房地产资产总额 197,618.79 万元，净资产
61,296.88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7,284.08 万元，实现净利润-6,300.4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公司名称：沧州东塑明珠商贸城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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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赵如奇
住所：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安路南侧新疆大道西侧
注册资本：98,12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租赁；场地租赁；广告发布、代理、制作服务；物业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商务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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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明珠商贸城资产总额 181,819.25 万元，净资产
86,034.03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8,547.35 万元，实现净利润-3,470.1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公司名称：沧州明珠国际轻纺城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如奇
住所：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场地、摊位租赁；出租商业用房；房屋信息咨询；市场信
息咨询；装修工程设计；货物进出口；市政工程施工；制造、销售；服装、服装
面料、辅料、纺织品；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物业管理；物业服务；
广告发布、代理服务。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国际轻纺城资产总额 22,003.96 万元，净资产
6,000.00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实现净利润 0.00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5、公司名称：沧州明珠服饰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丁圣沧
住所：河北省沧东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服饰设计、加工、销售；房屋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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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明珠服饰资产总额 24,728.29 万元，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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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8.71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513.24 万元，实现净利润-1,486.56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6、公司名称：沧州东塑集团御河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广增
住所：沧州高新区吉林大道沧州明珠新能源材料工业园明珠大厦 A 座
注册资本：600 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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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御河酒业资产总额 5,401.78 万元，净资产
-2,408.30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3,243.29 万元，实现净利润 30.65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7、公司名称：沧州东塑明珠国际商贸城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如奇
住所：河北省沧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西安路南侧新疆大道西侧
注册资本：84,76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租赁；场地租赁；广告制作、发布、代理服务；企业形象策
划；商务咨询服务；市场管理；物业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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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国际商贸城资产总额 295,660.37 万元，净资产
93，351.62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416.69 万元，实现净利润-16,957.3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8、公司名称：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泽平
住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迎宾大道天成首府南侧
注册资本：468,590.36 万元
经营范围：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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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转贴现；办理银行卡业务；发行金融债券；代
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客理财；
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
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办理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沧州银行资产总额 14,777,599.90 万元，净资产
1,068,901.20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361,553.07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2,045.90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9、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颐和大酒店，是东塑集团下属分公司，
主要从事餐饮和住宿等酒店业务。
（二）关联关系
1、截至目前，东塑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为 422,586,04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9.80%，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东塑房地产、明珠商贸城、国际商贸城、御河酒
业、明珠服饰、颐和大酒店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第 10.1.3 条第（一）、（二）款规定的情形，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赵如奇先生作为公司董事，同时担任沧州明珠国际轻纺城有限公司董事
长及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国际轻纺城、沧州银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与本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
3、关联方履约能力
本公司及其子分公司与东塑集团及其子分公司以及沧州银行、国际轻纺城发
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数额不大，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基本不存在违
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开、不损害本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原则。其定价依据为：在有政府指令性或指导性价格的情
况下，关联交易价格根据政府指令性或指导性价格确定；在无政府指令性或指导
性价格的情况下，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即交易一方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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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类似交易时所应采取的价格确定；若既无政府指令性价格或指导性价格，亦不
存在市场价格，则关联交易价格依据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经交易双方协商
一致后确定。
交易价格采用市场公允价格，结算方式为现金结算或转账结算，根据合同付
款。双方可根据本身需要、市场情况的变化或其他合理原因对上述交易事项进行
调整或增减，实际发生的交易情况在本年度总结后统计计算。已签订协议的，双
方执行原协议，未签订协议的授权公司经理层与其签订协议。上述交易的某一项
内容被终止和调整的，不影响其他交易事项的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东塑集团及其子分公司签署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
同》、
《房屋租赁合同》、
《办公用房租赁协议》、
《职工公寓租赁协议》、
《供电服务
协议》、《供水服务协议》和《物业服务合同》等，相关合同、协议正在履行中。
2、采购商品和销售产品是在业务需要时签署采购或销售合同，交易价格按
照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东塑集团及其子分公司及关联方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是
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所产生的，以上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
交易价格公允，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
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陆宇建、迟国敬对以上关联交易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
前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关于 2019 年经常性关联
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提
高经济效益的市场化选择，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
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决策程序合法，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此项交易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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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监事会审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
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监事会审查意见；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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