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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7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8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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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因经营发展需要，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拟与天津赛象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店”）、 TST Europe B.V（以

下简称：“B.V”）、天津壹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云”）等关联方

发生酒店消费、代理采购原材料等日常关联交易。公司预计 2019 年度与相关关

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35,400,000.00 元，2018 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

为 17,814,079.11 元。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晓辰先生履行了回避义务。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人民币） ：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19 年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天津赛象

酒店有限

公司 

餐饮、

住宿 

按正常对客

户收费标准

七折 

1,400,000.00 265,775.97 1,019,407.18 

委托关联人

进口原材料 

TST 

Europe 

B.V 

采购原

材料 

采购价格应

低于国内市

场代理价格 

25,000,000.00 2,253,124.95 15,710,317.62 

委托关联人

进口原材料 

天津壹云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采购原

材料 

采购价格应

低于国内市

场代理价格 

9,000,000.00 1,029,492.86 1,084,354.31 

合计       35,400,000.00 3,548,393.78 17,814,0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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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以上关联交易合计发生额为 3,548,393.78 元。 

3、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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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务 比 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天津赛

象酒店

有限公

司 

餐饮、住

宿 
1,019,407.18 1,000,000.00 12.36% 1.94% 

2018年 4

月 24 日

2018-016 

委托关

联人进

口原材

料 

TST 

Europe 

B.V 

采购原

材料  
15,710,317.62 15,000,000.00 4.38% 4.74% 

2018年 8

月 30 日

2018-035 

委托关

联人进

口原材

料 

天津壹

云国际

贸易有

限公司 

 

采 购 原

材料 
1,084,354.31 26,000,000.00 0.30% -95.83% 

2018年 4

月 24 日

2018-016 

合计     17,814,079.11 42,000,000.00 4.86% -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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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

用） 

本年度采购原材料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金额差异为 57.59%,产生差异是

由于公司为非标制造企业，产品全部按照客户的需求定制，原材料的选

用严格按照技术协议设计并采购，在设计未完成前很难准确预计任一供

应商的采购量，另外因业务渠道变更等原因，导致前期预计的关联交易

原材料金额与实际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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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适用）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低于预计金额，是因为公司预计的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

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致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实际发生额未超过预计额度，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中小

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人：天津赛象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柴淑英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旅客住宿；宾馆：客房；酒吧；公共浴室；美容美发店（生活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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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 OK 歌厅；商场；游泳馆；游艺室；乒乓球室；网球室；壁球室；

酒店：主食、热菜、凉菜、裱花蛋糕、酒水、饮料加工经营；复印影

印打印；预包装食品零售；服装、百货、鲜花、工艺美术品、烟零售；

洗衣服务；自有场地租赁；会议服务；停车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

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

的按规定办理） 

住 所：华苑产业区梅苑路 8 号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酒店总资产 72,423,146.20 元，净资产-52,259,160.47

元，2018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65,179,459.16 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酒店的董事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浩先生。 

2、关联人：TST Europe B.V 

法定代表人：张建浩 

注册资本：20000 欧元 

主营业务：与橡塑机械、航空航天设备及配件等有关的进出口贸易、服务及其他

相关业。 

住 所：Letterzetterhof 22,2645LD DELFGAUW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B.V 总资产 1,095,044.45  欧元，净资产：

350,705.78 欧元，2018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047,274.02 欧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B.V 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浩先生控制的公司。 

3、关联人：天津壹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刚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国际贸易；代办保税仓储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机电

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日用品、化工产品（危

险化学品除外）、电线电缆、通讯器材、仪器仪表、劳保用品、金属

材料、钢材、消防器材、家用电器、体育用品、办公用品、家具、文

化用品批发兼零售；机械设备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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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所：天津市西青区海泰发展三道与海泰东路交口西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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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云于 2018 年 1 月成立，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675,849.79

元，净资产-45,187.29 元，2018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026,675.13 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壹云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浩先生控制的公司。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稳定，具备履约能力。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

需，其交易发生金额及占比均很小，不存在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也不存在对关

联方的依赖。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与酒店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住房：凡赛象科技预定并承担费用的住房，均按下列“赛象科技价格”的房

价结算，具体如下：普通楼层消费标准为 480～1100 元（人民币），行政楼层消

费标准为 730～2400 元（人民币）。 

2、餐饮：凡赛象科技预定并承担费用的餐饮活动均按酒店正常对客收费标准的

七折结算。 

3、其他：凡赛象科技承担费用的在酒店其他消费的结算标准如：酒店商场购物、

洗衣、健身等其他消费为 5～8.5 折。  

以上⑴⑵⑶项内容仅限于赛象科技指定授权人预定或签单的消费有效（每次

消费签单时的账单为全额账单，每月按扣除折扣后的金额结算）。所有上述消费

只允许签单挂账，每月酒店与赛象科技核对账单无误后通过银行结算，酒店开具

正式发票。 

定价依据是根据酒店对外公布的经营价格，参照酒店对外签订的其他协议价

格所确定的。 

（二）与 B.V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业务范围： 

（1）用于设备生产使用的机械零配件； 

（2）国内无代理的业务； 

（3）国内代理价格高于 TST Europe 报价的业务； 

（4）3C 认证国内无法提供的业务； 

2、采购定价： 

（1）采购价格应低于国内市场代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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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方逐单审核供方报价，逐单签订代理采购合同； 

3、代理采购总量： 

年代理采购总量不高于（折合人民币金额）2500 万元； 

4、费用承担： 

到国内港口前费用 TST Europe 承担，到国内港口后费用赛象科技承担； 

5、交货方式： 

根据货期情况，逐单合同约定采用海运或空运； 

6、货期： 

供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供货，保证需方的进货周期； 

7、付款方式： 

需方按照合同约定，采用电汇的方式支付货款； 

8、保密条款： 

供方对需方负有信息、进价、采购量的保密责任，未经需方允许不得向任何第三

方透露需方采购信息； 

9、违约责任： 

如因特殊情况一方未能正常履约，双方协商解决。 

（三）与壹云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业务范围： 

（1）用于设备生产使用的机械零配件； 

（2）国内无代理的业务； 

（3）国内代理价格高于壹云报价的业务； 

（4）3C 认证国内无法提供的业务； 

2、采购定价： 

（1）采购价格应低于国内市场代理价格； 

（2）需方逐单审核供方报价，逐单签订代理采购合同； 

3、代理采购总量： 

年代理采购总量不高于（折合人民币金额）900 万元； 

4、费用承担： 

到国内港口前费用壹云承担，到国内港口后费用赛象科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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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货方式： 

根据货期情况，逐单合同约定采用海运、空运或其他运输方式； 

6、货期： 

供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供货，保证需方的进货周期； 

7、付款方式： 

需方按照合同约定，采用电汇的方式支付货款； 

8、保密条款： 

供方对需方负有信息、进价、采购量的保密责任，未经需方允许不得向任何第三

方透露需方采购信息； 

9、违约责任： 

如因特殊情况一方未能正常履约，双方协商解决。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18 年 1 月 8 日,本公司与酒店签订了关于酒店向本公司提供住宿及其他相

关服务的协议。此协议有效期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此

协议有效期到期前三十日内如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此协议有效期将顺延 12 个月。 

2019 年 1 月 1 日, 本公司与 B.V 签订了关于本公司委托 B.V 代理采购进口

原材料的相关协议。此协议有效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此协议有效期到期前三十日内如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此协议有效期将顺延 12 个

月。 

2019年 1月 1日, 本公司与壹云签订了关于本公司委托壹云代理采购国内外

原材料的相关协议。此协议有效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此协议有效期到期前三十日内如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此协议有效期将顺延 12 个

月。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的目的就是使本公司能够在上述关联方优惠的范围内享受到合理

的价格优惠，从而使本公司减少相关费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此关联交易定价

公允、付款条件合理，对本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之前，管理层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必要性以及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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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各重要环节向独立董事作了汇报，为独立董事作出独立判断提供了充分的信

息。董事会在审议公司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合法，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认为，

该议案的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交易原

则，价格公允、合理，所有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据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此项关联交易计划。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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