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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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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

各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自愿平等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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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关联董事朱重庆先生、朱建庆先生、高天相先生、周灿坤先生回避表

决，其他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此项议案。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

东将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

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9年关联交易及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的正常

业务范围，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非

关联股东的权益。 

（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表1：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9年预

计金额 

2019年实

际发生金额 

销售产品或

商品 

蒸汽、电力及

工艺品等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 79.5 

杭州萧山航民宾馆 120 94.97 



 

 

杭州萧山稀贵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15 11.5 

杭州航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0 39.15 

杭州富丽华建材有限公司 15 10.82 

杭州航民汽配加工有限公司 15 11.3 

杭州航民雅致商务酒店（原萧山航

民商场） 
2 0.47 

杭州航民雪贝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 0.39 

加工劳务 

天津尚金缘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1000 733.77 

深圳市尚金缘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450 259.57 

深圳市和合百泰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25 11.27 

科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5 1.06 

黄金饰品等 杭州悬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650 527.77 

小计  2382 1781.54 

采购货物或

接受劳务 

液碱、煤炭原

辅材料等 

浙江航民科尔纺织有限公司 200 173.11 

杭州航民雪贝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 102.54 

五金配件等 绍兴亚仑工业品销售有限公司 5000 5419.37 

加工劳务 
深圳市百泰金艺科技有限公司 400 158.61 

科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550 386.91 

餐饮住宿等 

杭州萧山航民宾馆 150 129.53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 7.53 

杭州航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00 220.31 

杭州航民雅致商务酒店（原萧山航

民商场） 
20 26.84 

杭州航民纺织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0 7 

小计  6690 6631.75 

合计 9072 8413.29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有偏差，系关联各方依据合同

可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调整生产经营（采购）计划所致。 

表 2：（关联租赁）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情况 
年度预计

租金 

2019年度

租金 

航民实业集团 
杭州航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办公场地 12 12 

浙江航民海运有限公司 办公场地 12 12 

杭州航民纺丝有

限公司 
杭州航民合同精机有限公司 

生产及办公场

地 
80 72 

杭州萧山稀贵金

属冶炼有限公司 

萧山东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生产场地（污

水调节池） 
30 22.62 

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 厂房 20 11.43 

杭州金喜福首饰

有限公司 
杭州尚金缘公司 房屋 362 342.96 

杭州航民物业服 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 员工宿舍 180 157.25 



 

 

务有限公司 

合      计 696 630.26 

（三）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 3：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按产品

或劳务

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注】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销售

产品

或商

品 

蒸汽、电

力及工

艺品等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0 0.01 1.73 79.5 0.01  

杭州萧山航民宾馆 80 0.01 14.44 94.97 0.01  

杭州萧山稀贵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20 0 2.01 11.5 0.00  

杭州航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0 0.01 11.52 39.15 0.01  

杭州富丽华建材有限公司 20 0 1.79 10.82 0.00  

杭州航民汽配加工有限公司 20 0 2.55 11.3 0.00  

杭州航民雪贝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0 0 0.39 0.00  

绍兴亚仑工业品销售有限公司 10 0 0 3.35 0.00  

加工劳

务 

天津尚金缘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800 0.12 74.96 733.77 0.11  

深圳市尚金缘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300 0.04 16.15 259.57 0.04  

深圳市和合百泰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50 0.01 1.44 11.27 0.00  

科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10 0 0.07 1.06 0.00  

小计  1442 0.2 126.66 1256.65 0.18  

采购

货物

或接

受劳

务 

液碱、煤

炭原辅

材料等 

浙江航民科尔纺织有限公司 200 0.04 28.29 173.11 0.03  

杭州航民雪贝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0 0.03 0.4 102.54 0.02  

绍兴亚仑工业品销售有限公司 7000 1.32 919.1 5419.37 1.02  

加工劳

务 

深圳市百泰金艺科技有限公司 300 0.06 63.32 158.61 0.03  

科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500 0.09 0 386.91 0.07  

深圳市和合百泰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50 0.01 0 9.68 0.00  

餐饮住

宿等 

杭州萧山航民宾馆 120 0.02 43.56 129.53 0.02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 0 3.46 7.53 0.00  

杭州航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50 0.05 96.25 220.31 0.04  

杭州航民雅致商务酒店（原萧山航

民商场） 
30 0.01 8.96 26.84 0.01  

杭州航民纺织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0 0 0 7 0.00  

杭州金喜福首饰有限公司 60 0.01 106.6 57.66 0.01  

小计  8690 1.64 1269.94 6699.09 1.25  

合计 10132  1396.6 7955.74  

【注】此列数据为 2020年 1-3月份公司与各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表 4：（关联租赁）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情况 
年度预计

租金 

2019年度

租金 



 

 

航民实业集团 

杭州航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办公场地 12 12 

浙江航民海运有限公司 办公场地 12 12 

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 员工宿舍 15 13.15 

杭州航民纺丝有

限公司 
杭州航民合同精机有限公司 

生产及办公场

地 
72 72 

杭州萧山稀贵金

属冶炼有限公司 

萧山东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生产场地（污

水调节池） 
30 22.62 

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 厂房 15 11.43 

杭州金喜福首饰

有限公司 
杭州尚金缘公司 房屋 360 342.96 

杭州航民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 
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 员工宿舍 160 157.25 

合      计 676 643.4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资料及关系 

（1）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萧山 
轻纺产品的制造、加工、开发、销售，实业投资，

房地产投资等 
母公司，持有本公司 36.73%股权 朱重庆 55000 

   （2）不存在控制关系但有交易往来的关联方（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杭州萧山航民宾馆 浙江萧山 住宿、饮食、饮料、烟等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李乐英 608 

杭州萧山稀贵金属冶炼有限

公司 
浙江萧山 金属冶炼、电解铜、铜制品加工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高连相 4000 

杭州航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萧山 物业服务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朱小琴 100 

杭州富丽华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萧山 墙体砖、路面砖、境界砖、草坪砖、护坡砖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沈建华 1200 

杭州航民汽配加工有限公司 浙江萧山 生产、加工：汽车配件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沈建华 500 

杭州航民纺织品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 
浙江萧山 纺织品质量检测与检验，提供质量检测技术咨询服务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高连相 300 

杭州航民雅致商务酒店（原萧

山航民商场） 
浙江萧山 

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销售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零售：卷烟、雪茄烟、日用百

货、电工电料、小五金、针纺织品、塑料包装品、化工

染料；服务：住宿、洗烫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朱小琴 49.3 

浙江航民科尔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萧山 
气流纺纱、环锭纺纱；其他印刷品印刷；自产产品的出

口和自用产品原材料、机械设备、配件的进口业务 

关联人（浙江科尔集团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 
朱善庆 15000 



 

 

杭州航民雪贝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萧山 生物科技研发；经销：洗涤用品、食品添加剂生产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高连相 1000 

天津尚金缘珠宝首饰有限公

司 
天津 

珠宝首饰、钟表的生产、加工；珠宝首饰、钟表、工艺

美术品批发兼零售；珠宝首饰设计；新材料、珠宝首饰

加工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 

关联人（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王建 1000 

深圳市尚金缘珠宝实业有限

公司 
深圳盐田 

金银铂饰品的批发业务；镶嵌饰品的批发业务；品牌策

划咨询、珠宝加工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贵金属的

销售，进出口业务；金银铂饰品的生产、加工业务；镶

嵌饰品的生产、加工业务 

关联人（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周丽珠 5000 

深圳市和合百泰珠宝首饰有

限公司 
深圳坪山 

一般经营项目：黄金、铂金、白银及其它贵金属、宝石、

钻石、珍珠、翡翠、晶石为材料的首饰、饰品及摆件，

以及裸钻、钟表、工艺品的批发销售；品牌策划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珠宝加工技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

证券及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增设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国际机场

T3航站楼编号为 3S-11-03的商业区域分支机构经营网

点；增设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 2047 号茂业百货首层

1FD09号的商业区域分支机构经营网点；许可经营项

目：黄金、铂金、白银及其它贵金属、宝石、钻石、珍

珠、翡翠、晶石等珠宝首饰的生产、加工 

关联人（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周灿坤 5000 

科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萧山 

生产、加工：黄金制品、金银首饰、珠宝；批发、零售：

黄金制品、金银首饰、珠宝、玉器、钟表；服务：黄金

制品、工艺品设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关联人（浙江科尔集团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 
朱善庆 5000 

深圳市百泰金艺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盐田 

金银首饰、黄金电铸摆件、银摆件的生产、加工；并从

事上述同类商品（不含黄金原料、钻石原石）及金银饰

关联人（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叶伟洪 1600 



 

 

品、工艺品的批发及相关配套业务 

杭州金喜福首饰有限公司 浙江余杭 

在余杭区星桥街道远展街 1号 1号楼筹建；金银饰品、

贵金属工艺品生产（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自有房

屋租赁，自有物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 

关联人（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子控制的公

司） 

周灿明 8000 

科尔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萧山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禁止的除外，法律法规

限制的取得许可方可经营）；对外投资；经销：轻纺产

品，棉花（除收购），棉纱，纺织面临，化纤原料，化

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五金交电，

建材，装潢材料，金属材料 

关联人 朱善庆 12000 

绍兴亚仑工业品销售有限公

司 

浙江 

绍兴 

五金工具、机械设备及配件、仪表仪器、紧固件、密封

件、阀门、钢材、线材、建材、办公用品、劳防用品、

日用百货、电气设备及配件、电工器材、电线电缆、化

工原料、染料、助剂（以上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外）、润滑油、

金属材料及制品、金属筛网、清洁用品、橡塑制品、木

材及制品、工业元器件的销售；销售、修理、加工：机

械配件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陈晓武 3000 



 

 

2、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各关联方信用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

关联各方均能履行约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与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婉娟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控制的企业、科尓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涉及的是航民百泰与

与该等关联公司间互相委托加工或采购黄金饰品，为满足客户对特殊款式、工艺

的需求而发生的零星商业往来。 

上述与航民集团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涉及销售产品、采购货物或接

受劳务。 

关联交易双方主要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或收费标准。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产供销体系，但由于公司所处地理位置和行业等限

制，不可避免与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业务关系。主要包括热电

企业向关联方销售蒸汽产品，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五金配件、劳保用

品等原辅材料，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航民百泰与与其关联公司间互相委托加工或

采购黄金饰品。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保证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发生的交易。向关联方销

售货物，保证公司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及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有利于公司持续

稳定发展。向关联方采购货物，可扩大采购渠道、实现优势互补，且公司有权在

质量、标准相同的情况下，就同类或同种货物的采购或服务的提供，按照价格孰

低原则，选择比关联方价格更低的第三方进行交易。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六、审议程序 

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会议前，就上述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宜与公司独立

董事进行了充分沟通，取得了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同意公司所预计的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同意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①公司2019年关联交易及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均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权益；②在审议此议案时四位关联董事均回

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对公司《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进行审议，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关联董事朱重庆、朱建庆、高天相、

周灿坤回避表决，该预案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该议案尚须获得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认可的意见函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