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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002       股票简称：晋亿实业      公告编号：临2019-006号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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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没有形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

务也没有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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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19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2019年 2

月 2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鉴于嘉兴台展模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展模具”）的参股股东永裕国际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投资企业；鸿亿机械工业（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亿机械”）是

本公司董事阮连坤先生投资企业鸿鑫国际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浙江晋椿精密

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椿精密”）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投资企业晋诠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晋橡绿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橡绿

能”）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晋正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晋正投资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嘉善力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通科技”）为本

公司参股企业；上海佑全五金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全五金”）为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晋亿物流有限公司投资企业。根据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

易。关联方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并进行表决时，均回避了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沈凯军、孙玲玲、李涛事前认可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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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此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关联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均是以市

场价格为参照进行的公允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

场规则并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作保障，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

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同意该项关联交易，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关联采购和接受劳务（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18年全年预计

金额（含税） 

2018年全年实际

发生金额（含税） 
备注 

台展模具 
采购模具材料

及接受劳务 
700 500.78 

嘉兴地区模具材料

库存规模大，与公司

运输距离近，价格合

理 

鸿亿机械 采购商品 250 269.08 

设备供应商，配件定

制化，与公司运输距

离近，价格合理 

晋椿精密 
采购配件及接

受劳务 
30 12.73 

嘉兴地区产品质量

有优势 

晋橡绿能 
采购苗木及接

受劳务 
100 0 

公司墙体绿化的需

要 

力通科技 

采购配件、软

件、设备及接

受劳务 

1180 2014.50 
设备供应商，与公司

合作多年，服务全面 

佑全五金 采购五金配件 400 226.32 

此供应商产品种类

规格多，质量稳定，

当公司产能不够时

向其购买商品 

合计  2660 3023.41  

2、关联销售和提供劳务（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18年全年预计

金额（含税） 

2018年全年实际

发生金额（含税） 
备注 

晋椿精密 

销售盘元、手

工具及提供劳

务 

5050 2829.78 
选择关联方主要是

考虑节约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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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橡绿能 销售五金配件 5 0 
选择关联方主要是

考虑节约运输成本。 

佑全五金 

销售紧固件、

精线、盘元、

五金配件等及

提供劳务 

515 341.97 

选择关联方主要是

价格合理，供货有保

证 

合计  5570 3171.75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关联采购和接受劳务（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19年全年预计

金额（含税） 

2018年全年实际发

生金额（含税） 
备注 

台展模具 
采购模具材料及接受

劳务 
800 500.78  

鸿亿机械 采购设备及零配件 320 269.08  

晋椿精密 采购配件及接受劳务 40 12.73  

晋橡绿能 采购苗木及接受劳务 100 0  

力通科技 
采购配件、软件、设备

及接受劳务 
2000 2014.50  

合计  3260 3023.41  

2、关联销售和提供劳务（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19年全年预

计金额（含税） 

2018年全年实际发

生金额（含税） 
备注 

晋椿精密 销售盘元及提供劳务 5000 2829.78  

佑全五金 

销售紧固件、精线、盘

元、五金配件等及提供

劳务 

600 341.97  

鸿亿机械 紧固件、自动仓储系统 50 0  

晋橡绿能 销售五金配件 150 0  

合计  5800 3171.75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嘉兴台展模具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台展模具成立于 2005 年 4 月 8 日，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投资企业永裕国际

有限公司的参股企业，注册资本：31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陈吉胜，企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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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住所：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晋吉路 8 号，经营范

围：制造销售模具标准件，对外金属制品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5,447.08万元，净资产 5,200.78万元；2018 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4,102.79 万元、净利润 536.7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目前

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2、鸿亿机械工业（浙江）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鸿亿机械成立于 1997年 7月 25日，是本公司董事阮连坤先生投资企业鸿鑫

国际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210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阮连坤，企

业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住所：浙江省嘉善经济开发区华

山路，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金属表面处理设备和防污染设备、零配件和周边附

属设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1,257.27 万元，净资产

7,962.74 万元，2018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341.71 万元、净利润 1,208.79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3、浙江晋椿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晋椿精密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30 日，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投资企业晋诠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15,682.383477万人民币，法定代

表人：丁建中，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住所：浙江省嘉善县惠

民街道成功路 8号，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钢管、磨光钢棒、五金配件及金属钉；

货运：普通货运。截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9,954.43 万元，

净资产 25,518.05 万元； 2018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6,341.85 万元、净利润 

3,162.8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已审计）。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

够的履约能力。 

4、晋橡绿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晋橡绿能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5 日，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晋正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晋正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蔡永龙，经营范围：研发、种植、销售有机蔬菜、花卉、园艺作物；

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养护及咨询服务；货运：普通货运。截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838.81 万元，净资产 1,377.58 万元；2018 年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22.36 万元、净利润-361.5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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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嘉善力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力通科技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 31 日，是本公司参股企业，注册资本 285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祁力臧，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物联网、互联网、

智慧城市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承接计算机信息系

统工程、通讯网络系统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工控自动化

系统的设计、生产、销售；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公共自行车系统配套软硬件开

发、销售、运营、管理；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进出口业

务。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7,837.04万元，净资产 6,363.18 

万元；2018年上半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48.04 万元、净利润 145.64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6、上海佑全五金机电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佑全五金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是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晋亿物流有限公司投资企业，法定代表人：肖亚峰，经营范围：五

金机电、金属材料、铁道扣件、包装材料、钨钢模具、机械设备及配件、日用百

货、 办公用品、劳防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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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家用电 器、润滑油的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商务咨询。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83.51万元，净资产 114.65 万元；

2018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11.88万元、净利润 3.2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一）与台展模具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约人民币800万元(含税)； 

2、具体内容为：本公司向台展模具采购物料及接受劳务； 

3、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了公正、

公允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本次交易以进货价格为基础，加合理的成本

费用和合理利润确定交易价格； 

4、付款方式：月结60天。 

（二）与鸿亿机械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为：人民币 370万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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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内容为：本公司向鸿亿机械采购设备、配件及接受劳务；销售紧固

件及自动仓储系统； 

3、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了公正、

公允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本次交易以制造成本费用加上合理之利润构

成的价格成交； 

4、付款方式：月结 60天。 

（三）与晋椿精密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约人民币5040万元(含税)； 

2、具体内容为：采购材料及接受劳务；销售盘元及提供劳务； 

3、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了公正、

公允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以进货价格为基础，加合理的成本费用和合理利

润确定交易价格； 

4、付款方式：月结60天。 

（四）与晋橡绿能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约人民币250万元(含税)； 

2、具体内容为：采购苗木及接受劳务（墙体绿化项目）；销售五金配件。 

3、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了公正、

公允的原则； 

4、付款方式：月结60天。 

（五）与力通科技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约人民币2000万元(含税)； 

2、具体内容为：采购配件、软件、设备及接受劳务； 

3、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了公正、

公允的原则； 

4、付款方式：月结60天。 

（六）与佑全五金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约人民币600万元(含税)； 

2、具体内容为：销售紧固件、精线、盘元、五金配件等及提供劳务； 

3、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了公正、

公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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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付款方式：月结60天。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选择的相关关联方，一方面是基于对关联方的生产经营、

管理情况及资信情况较为清楚，历史合作良好；另一方面受地域影响，关联方公

司距公司住所较近，可节约采购和销售的运输成本，严格控制产品质量，有效地

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因此，本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交易是双方以效益最大

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场化选择，其目的是实现资源共享，充分体

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本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

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所有关联交易根据《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按照业务类型签署协议,合同条款基本为格式性条款，关联交易或非关联交易均

适用，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执行《合同法》等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