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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为建立完善电商渠道业务布局、实现线上销售的增长，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与

参股公司杭州昆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汀科技”）开展电商渠道业务

和品牌服务等方面合作，预计 2019 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2,200万元。2018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昆汀科技首次合作，全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3,783,973.55元。 

2019 年 3 月 1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

交易

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元） 

上年发生金额

（元）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昆汀科技 

电子商务

代运营服

务 

市场

价格 
11,000,000.00 872,836.79 3,417,286.67           

昆汀科技 品牌服务 
市场

价格 
1,000,000.00 0 317,986.98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昆汀科技 食品销售 
市场

价格 
10,000,000.00 0 48,699.9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

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元） 
预计金额（元）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昆汀

科技 

电子商

务代运

营服务 

3,417,286.67  5,000,000.00 100.00% -31.65% 

昆汀

科技 

品牌服

务 
317,986.98 500,000.00 7.46% -36.40%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昆汀

科技 

食品销

售 
48,699.90 24,000,000.00 0.01% -99.80% 

公司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公司与昆汀科技进行电商业务合作，受到业务授权、平

台切换、资质变更审核、线上新品开发周期长等影响，

致使 2018 年度未实际全面开展合作业务，因此与预估存

在较大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上述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所需，2018 年度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金额存在的差异原因属实，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不会损害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昆汀科技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方贺兵 

注册资本：1,276.5957万元 

主营业务：电子商务的代运营和电子商务经销服务 

注册地：杭州市经济开发区白杨街道科技园路 2号 5幢 12 层 1208-1211单元 

经营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昆汀科技总资产 9,953.22 万元，净资产

8,334.80 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832.46万元，净利润 2,204.31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昆汀科技为公司对外投资参股企业，截至目前，本公司持有昆汀科技 2,862,375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2.4219%，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和合作考察，昆汀科技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

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电子商务代运营 

委托方（甲方）：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受托方（乙方）：昆汀科技 

1.合同目的：甲、乙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按本合同约定负责甲方线上自营店的推

广、网络市场营销、运营、仓储物流以及其他电子商务服务等相关事宜，经平等、自

愿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供甲、乙双方共同遵守执行。 

2.服务内容：乙方受甲方委托，向甲方提供线上自营店的运营、数据支持分析、

开发维护、推广、仓储物流，以及协助甲方进行线上渠道管控等。 

3.费用结算： 

3.1 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按合同及其附件约定向甲方提供线上自营店运营服务，

甲方在合作期限内，以自然月为单位核算服务、推广费用。 

3.2费用计算公式：月服务、推广费=产品交易到账金额（不含代收快递费用）-

甲方享有收入金额。 

其中，以每一自然月经乙方验收接收产品的数量乘以双方商定的产品结算价格，

为甲方享有收入。 

4.付款：双方每月对账，甲方接到经乙方盖章确认对账单后，向乙方支付上月的

服务、推广费。 

（二）品牌服务 



委托方（甲方）：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受托方（乙方）：昆汀科技 

1.合同目的说明：乙方作为一家在中国注册并具有相应活动策划、组织、执行能

力的企业，愿意接受甲方委托进行项目工作。本合同项下，甲方聘请乙方为其提供品

牌营销推广服务，通过乙方专业化互联网整体传播策略营销服务，提高甲方产品或品

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2.合同项目内容：乙方向甲方提供品牌产品包装视觉服务，根据甲方公司产品特

点，设计符合产品文化特点的包装视觉服务。 

3.合同金额：甲乙双方在合作期间内，根据实际完成的项目结算费用。包括新品

包装视觉设计、延展创意设计、物流包装设计、创意物料设计等项目；如有涉及第三

方制作，另行计费。 

4.付款方式：甲方在项目明细表确认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项目总价款 50%

作为定金，经甲方最终书面确认后的项目方案，自乙方完成并提交甲方后三个工作日

内，甲方支付剩余项目尾款。 

（三）产品销售 

甲方：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乙方：昆汀科技 

1.合同目的：甲方负责品牌产品销售，兹因乙方对甲方产品的认知，自愿成为甲

方的线上渠道代理商。 

2.销售区域：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成为甲方规定产品的全国线上渠道的代理商，

乙方应在且仅在此渠道内销售，不应越区或超范围销售。如有特殊情况，应事先征得

甲方同意，共同维护市场秩序。 

3.交易价格与交易条件： 

3.1 交易价格：以甲方产品供货价格为结算基础。 

3.2 交易方式：结算单位为自然月，次月结算并支付货款。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目的为完善电商业务布局、加快公司线上渠道业务的增长，利用昆

汀科技在为品牌企业提供营销推广、技术支持等电商运营服务上的核心优势，提升电

商渠道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从而加快拓展全国市场的步伐。上述关联交易将会对公

司线上渠道业务起到积极作用，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公允、合理

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管理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上述交

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不良影响，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查，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

阅和相关情况的了解，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所需，符合公司经营和发展目标要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18 年度实

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的差异原因属实，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关联交易依据公平、

合理的定价政策，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们认可该事

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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