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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2019-013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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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 年度实际及预计 2019 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

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标准，

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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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江企业”或“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公司

共有9名董事，9名董事出席了现场会议并对全部议案进行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联营企业、合营企业2018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在对前一项议案的审议

表决中，关联董事沈雯先生、郭峰先生、沈臻先生、胡兵女士、唐继峰先生、陆

卫达先生回避表决，3名独立董事参加该议案表决。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在对后一项议案的审议表决中，关联董事郭峰先生回避表决，8

名董事参加该议案表决。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议案，同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项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对公司的主营业务、



 

 

 
2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所有关联

董事均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二）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

类别 
关联交易对象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

计金额 

2018 年实

际金额 

关联

销售 

武汉紫江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产成品等 1,200.00 4,865.96 

上海紫华包装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产成品 1,100.00 1,453.42 

上海紫燕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仓储费 195.00 140.00 

上海紫燕注塑成型有限公司 出口代理费 65.00 3.92 

上海 DIC 油墨有限公司 销售进出口贸易产品 40.00  -  

 上海紫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0.70 

小计 2,600.00 6,464.00 

关联

采购 

武汉紫江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10,000.00 8,878.48 

上海紫燕注塑成型有限公司 采购备件 3,250.00 119.13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300.00 323.84 

上海 DIC 油墨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1,160.00 1,314.58 

上海紫华包装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商品 500.00 192.16 

小计 16,210.00 10,828.19 

关联

租赁、

物业 

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虹桥商务房产 300.00 161.26 

上海紫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向紫泰物业支付物业费 300.00 250.05 

小计 600.00 411.31 

合计 19,410.00 17,703.50 

说明1：公司与武汉紫江统一企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销售项目预计金额与

实际金额差异较大是因为实际关联销售较预计金额少所致。主要原因是2018年

PET料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货源紧张，原武汉紫统指定供应商不能正常供货。同

时考虑到容器事业部按照招投标的方式，可以拿到相对较低价格的PET切片，因

此由公司代为采购PET切片。公司与武汉紫统的关联销售金额超出预计金额为

3,665.96万元，占公司2018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0.41%。 

说明2：公司与上海紫燕注塑成型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采购项目预计金额与

实际金额差异较大是因为实际关联采购金额减少所致。 

说明3：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由正常生产经营和提供相关服务所形成，交

易价格均按照发生地区的市场价格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7,703.50万元，没

有超过2018年预计总金额19,410.00万元，公司对日常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符合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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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19年，公司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21,000.00万元，占公司2018年经审

计净资产的4.70%。公司预计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可以在额度范围内调剂使

用，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

类别 关联交易对象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预

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未经审计） 

关联

销售 

武汉紫江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产成品等 5,000.00  331.93  

上海紫华包装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产成品 1,500.00  305.88  

上海紫燕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仓储费 200.00  - 

上海紫燕注塑成型有限公司 出口代理费 100.00  - 

上海紫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00  - 

上海 DIC 油墨有限公司 销售进出口贸易产品 100.00  - 

小计 7,000.00  637.81  

关联

采购 

武汉紫江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9,000.00  2,153.59  

上海 DIC 油墨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1,500.00  266.31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00.00  44.77  

上海凌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流量营销服务 800.00   -  

上海紫华包装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商品 500.00   1.36  

上海紫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300.00  78.27  

上海紫燕注塑成型有限公司 采购备件 300.00  -  

小计 13,400.00  2,544.30  

关联

租赁、

物业 

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虹桥商务房产 300.00  53.98  

上海紫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紫都佘山向紫泰物业支付物业费 300.00  -  

小计 600.00  53.98  

合计 21,000.00  3,236.09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上海紫华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华包装”）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郭峰 

注册资本：1,200万美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3088号 

经营范围：生产塑料容器、新型药品包装容器、塑料制品，包装装潢印刷，销售

自产产品，自有厂房租赁，自有设备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 

2、上海紫燕注塑成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燕注塑”）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罗晓金 

注册资本：6,760.403万人民币 



 

 

 
4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1625号 

经营范围：生产模具，模架，模块及模具标准件，塑料制品，玩具及小家电产品，

冲压件，销售自产产品。 

3、上海紫燕模具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燕模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唐继锋 

注册资本：10,362.5666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北松路1383号 

经营范围：生产模具、检具、冲压件，销售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4、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尔泰”）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李彧 

注册资本：14,344.8332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中路263号1幢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传感器的制造，自动化控制系统集成，设备成套，电气成

套，应用软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仪器仪表、控

制系统、系统集成及产品。 

5、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竹高新”）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沈雯 

注册资本：25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468号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产业孵化及投资服务，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

经营、销售，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物业管理。 

6、上海紫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泰物业”）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沈雯 

注册资本：1,2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4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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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物业管理，物业管理咨询，酒店管理，收费停车场，餐饮企业管理，

停车场（库）经营。 

7、武汉紫江统一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紫统”）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黄健修 

注册资本：23,2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九通路14号（8）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高阻隔、高耐热、高强度工程塑料、塑料合金及相关产品，

销售自产产品，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8、上海DIC油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DIC油墨”）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马祖骅 

注册资本：888万美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3888号 

经营范围：生产各类印刷油墨、建材用涂装剂；上述产品同类商品及合成胶黏剂

的批发、进出口业务，提供售后服务，在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3888号1幢至14幢

内从事多余自有厂房租赁。 

9、上海凌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脉网络”）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张洪图 

注册资本：3,695.8374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1661弄8号601-25 

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技术、电子标签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票务代理，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

告，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图文设计制作，市场营销策划，

产品设计，包装设计，以电子商务方式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体育用品、日用百货、工艺品（除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通信设备、纸制品、塑

料制品的销售。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紫江企业控股股东为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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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为沈雯先生。紫华包装是控股股东紫江集团的参股企业；紫燕注塑、

紫燕模具、威尔泰、紫竹高新、紫泰物业是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沈雯先生控制的企

业。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郭峰先生分别担任武汉紫统、上海DIC油墨副董事

长，公司董秘兼副总经理高军先生担任凌脉网络的董事。 

故上述九家企业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正常，与本公司交易均

能正常结算，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各项物资采购、销售、房屋租赁等关联交易，均依

照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权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合作系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交易价格依照市场条

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该项交易对公司的

独立性没有影响，对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及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紫江企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