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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总结的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帝欧家居”、“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对帝欧家居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

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关联

交易业务比

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成都精蓉

商贸有限

公司 

销售

产品 
1,619.24 1,600 58.32% 1.20% 

请详见公

司 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

披露在巨

潮资讯网

的 公 告

（公告编

号 :2018-

018） 

旌阳区邓

军模洁具

经营部 

销售

产品 
90.63 110 3.26% -17.61% 

贵州宜美

之家家居

建材有限

公司 

销售

产品 
796.09 1,050 28.67% -24.18% 

重庆南帆

建材有限

公司 

销售

产品 
270.48 380 9.74% -28.82% 

小计  2,776.44 3,140 100.00% -11.58%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设备 

广东赛因

迪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采购

设备

及材

料 

1,698.92 2,500 29.15% -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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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成都精蓉商贸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李廷瑶 

（2）注册资本：300万元 

（3）主营业务：销售建材（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日用

品、服装鞋帽、家具、针纺织品、毛巾、家居用品、卫生洁具、五金配件、陶瓷

制品、金属制品、智能家居、水龙头、阀门、管件、橱柜、木门、木地板、塑料

制品的销售并提供技术服务;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会议及展览展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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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和西二街 189 号 B

座 12楼 BN1201、1202、1203 号 

2、旌阳区邓军模洁具经营部 

（1）经营者：邓军 

（2）经营范围：陶瓷洁具、装饰建材销售 

佛山赛因

迪环保科

技有限公

司 

采购

设备 
4,128.44 4,000 70.85% 1.03% 

小计  5,827.36 6,500 100% -10.35%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2018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未超出年初的预计

范围。受市场变化以及关联方实际运营情况等因素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预计金额存在差异，实

际发生金额少于全年预计金额，上述差异不会对公司日常

经营及业绩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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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

况和发展需要，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交易价格确定，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因市场变化以及关联方实际运营情况等

因素影响导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预计金额存在

差异，实际发生金额少于全年预计金额，不会对公司经营

情况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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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营场所：旌阳区青云山路 1号居然之家 1-1-032B 

3、贵州宜美之家家居建材有限公司（曾用名：贵州高森建材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石颖 

（2）注册资本：50万元 

（3）主营业务：销售洁具、五金配件、有机玻璃、板材、厨柜、建筑材料 

（4）住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 281号富源美家居 A1-8089、8090、 

8091-1、8091、8011 

4、重庆南帆建材有限公司（原渝中区宇众建材经营部） 

（1）法定代表人：吴静 

（2）注册资本：85万元 

（3）主营业务 

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以上均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电线电

缆、仪器仪表、家具、卫生洁具、厨具、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工艺美

术品、办公用品、金属材料、日用百货。 

（4）经营场所：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 4号附 23号仓库 

5、广东赛因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杨扬  

（2）注册资本：4,000万元 

（3）主营业务 

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装备、节能环保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和销

售；机械设备及零配件(不含特种设备)、水性防污剂的加工、制造及销售;建筑

陶瓷装饰材料表面纳米镀膜制造及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销售;自动化、数

字化、智能化相关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及电

气设备(除特种设备)安装、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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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经营场所：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汇金工业城 14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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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佛山赛因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黄建起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主营业务：环保设备研发、制造、安装、销售及维护服务；环保设备

运行耗材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转让；环保工程设计、总承包施工、招投标代

理及技术咨询服务；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4）经营场所：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汇金工业城 14 号之二（自编号 1 号）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1 成都精蓉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进之妻弟李廷瑶

持股 51%，李廷瑶任执行董事。 

2 旌阳区邓军模洁具经营部 刘进之妹夫邓军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3 贵州宜美之家家居建材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吴志雄之侄

女石颖任法定代表人。 

4 重庆南帆建材有限公司 
吴志雄之弟吴静和弟媳左建均分别持股 80%

和 10%，吴静任法定代表人。 

5 广东赛因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黄建起担任董事长的

公司。 

6 佛山赛因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黄建起担任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的公司。 

上述关联方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三）“由本规

则 10.1.5 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成都精蓉商贸有限公司、旌阳区邓军模洁具经营部、贵州宜美

之家家居建材有限公司、重庆南帆建材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在自愿平

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交易价格系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原

则，参照公司的定价体系和相近区域其他经销商的订货价格确定。 

公司与广东赛因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佛山赛因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欧神诺及其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交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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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系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原则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对于

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必要的，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相关关联交易还会持续。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原则为市场价

格，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

的相关制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

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8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

并对 2019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对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并同意将《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认真审查了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认为这些日常

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交易价格均以市场原

则公允定价，符合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也不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

制。公司与这些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核查了上述关联交易的公司会议资料、独立董事意见，询问了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查阅了 2018 年度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对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定价原则

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等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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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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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总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袁宗                           唐忠富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