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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加强关联交易的规

范管理，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审议程序 

2020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核确认公司 2019年度关

联交易事项及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陈亮先生、卢钊钧先生、

李书乡先生、王文义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2020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性质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名称 

2020 年预

算金额 

2019 年实

际发生额 

关联 

采购 

食堂费用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500.00 345.39 

家属楼、职工宿舍费

用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500.00 396.87 

蒸汽 
威海市南郊热电有

限公司 
2,900.00 1,952.50 

租房 陈晔如 67.00 67.00 

小计 3,967.00 2,694.76 

关联 水电汽费 威海光威户外装备 20.00 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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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 有限公司 

拓展检测费 
威海良美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30.00 14.59 

以复合材料制作的渔

线轮摇臂、装饰环等

渔具套装的相关配套

产品 

威海良美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50.00 46.62 

小计 100.00 78.12 

合计 
 

4,067.00 2,772.88 

注：上述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2020 年度，公司因接受控股股东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

威集团”）提供的后勤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在食堂就餐、租用职工宿舍和家

属楼）而发生的关联采购金额预计 1,000万元； 

因向参股子公司威海市南郊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郊热电”）采购蒸

汽而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 2,900万元。 

因向关联人陈晔如租赁位于北京海淀区苏州街的房屋作为北京办事处办公

场所而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 67万元。 

因公司向临近的关联公司威海光威户外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威户外”）

下属的一个车间提供水电汽发生的关联销售金额预计 20万元。 

因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拓展”）下属的检测中心向关联

公司威海良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美精机”）提供必要的检测服务

而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 30万元。 

关联公司良美精机向公司采购渔线轮摇臂等渔具套装相关配套产品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 50万元。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基本情况与关联关系说明 

1、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000166701915T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威海市文化西路 307号  

法定代表人：陈亮 

注册资本：13000 万元 



成立时间：1995 年 1月 16日 

营业期限：1995 年 1月 6日至 长期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生产、销售渔具系列产品及相关

设备；体育用品、化工材料（化学危险品除外）、机电产品、木材、土特产品（不

含国家专控品种）的销售；金属表面处理；经营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范

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光威集团的总资产为 510,479 万元，

净资产为 359,073 万元，2019 年度，光威集团的营业收入为 214,494 万元，净

利润为 57,57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光威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37.33%，因此本次日常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威海光威户外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000699696151X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威海市世昌大道 350-4号（经营场所：天津路 192号） 

法定代表人：邓向阳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0 年 1月 18日 

营业期限：2010 年 1月 18日至 2060年 1月 17日 

经营范围：渔具、体育休闲系列产品及相关设备、配件、聚氨酯橡胶制品、

渔具系列机电产品、淡水鱼饵料、鱼饵诱食剂、塑料及金属仿生饵、金属钓坠及

其他渔具用品的生产、销售；危险化学品[双组份聚氨酯漆（A 组份、B 组份）、

醇酸树脂]的生产、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备案范围内的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光威户外的总资产为 4,537 万元，净

资产为 39,315 万元，2019 年度，光威户外的营业收入为 51,709 万元，净利润

为 4,53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光威户外是光威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光威集团持股比例为 65.73%，因此本

次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威海良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000699696186G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世昌大道-350-4号 

法定代表人：邓向阳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0 年 1月 18日 

营业期限：2010 年 1月 18日至 2060年 1月 17日 

经营范围：渔线轮、渔具套装、渔具杂品、机械设备及配件、模具的生产、

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良美精机的总资产为 4,839 万元，净

资产为 1,498万元，2019年度，良美精机的营业收入为 15,855万元，净利润为

23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良美精机是光威户外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威海市南郊热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0007797305085,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省道东、开元路南 

法定代表人：宋洪昭 

注册资本：13400 万元 

成立时间：2005 年 9月 7日 

营业期限：2005 年 9月 7日至 长期 

经营范围：热水、蒸汽的生产;电力的生产、供电服务;供热、供汽设施的维

修、维护;供热设备、保温材料的批发、零售。 

财务数据：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南郊热电的总资产为 64,102.84万元，

净资产为 13,718.89万元，2019年度，南郊热电的营业收入为 25,019.47万元，

净利润为-2,190.5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南郊热电是威海拓展的参股公司，持股比例为 29.85%，因此本次日常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5、陈晔如，女，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亮先生年满 18周岁子女。 

（二）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法人光威集团、光威户外、良美精机、南郊热电均依法存续经营，

具有相关支付履约能力，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关联自然人陈晔如资

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

为依据，参照非关联方报价，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关联交易协议情况 

（一）后勤服务协议 

1、协议双方甲方：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甲方”） 

乙方：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乙方”） 

2、交易标的 

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及其下属企业提供后勤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员工食堂就

餐、职工宿舍、家属楼等后勤保障服务。 

3、服务费的确定方式 

（1）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各项服务的费用应按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予以

确定，乙方不得利用自己的优势或地位要求或迫使甲方接受任何违反上述原则的

条件。 

（2）甲乙双方同意，确定服务费用时应参照以下标准和顺序：①关于该项

服务有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的，依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②若无国家价

格，则适用市场价格；③若没有公开的市场价格，则参考乙方向其他第三方提供

的同类服务价格；④若无以上标准则按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4、交易金额及支付方式 

（1）双方可就各项服务的采购进一步签订具体合同以约定具体交易条款（包

括但不限于价格、付款形式、时间等），该具体交易条款须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和

条件。 



（2）甲方应就乙方所提供的服务，按双方约定的支付时间和方式向乙方支

付相关费用。 

（3）结算方式及时间：月结，以电汇或承兑的方式进行结算。 

5、协议的生效本协议有效期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二）采购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威海光威户外装备有限公司（下称“甲方”） 

乙方：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乙方”） 

2、交易标的 

甲方向乙方采购水、电、汽。 

3、交易价款的确定方式 

（1）甲方向乙方采购水、电、汽的价格按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予以确

定。 

（2）甲乙双方同意，确定产品价格时应参照以下标准和顺序：①关于该项

产品有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的，依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②若无国家价

格，则适用市场价格；③若无以上标准则按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由双方协商

确定。 

4、交易金额及支付方式 

（1）甲方向乙方采购水、电、汽的金额根据结算时的价格按照实际使用量

计算。根据本协议签订时的价格和常年使用量测算，预计不超过 20万元人民币。 

（2）结算方式及时间：月结，以电汇或承兑的方式进行结算。 

5、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有效期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三）采购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威海良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下称“甲方”） 

乙方：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乙方”） 

2、交易标的 

甲方向乙方采购以复合材料制作的渔线轮摇臂、装饰环等渔具套装的相关配



套产品。 

3、交易价款的确定方式 

（1）甲方向乙方采购的产品价格按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予以确定。 

（2）甲乙双方同意，产品价格原则上采用成本加成的方式确定，参考每批

产品的订货量、开发制作难度等因素，在成本基础上上浮 20%-30%确定产品价格。 

4、交易金额及支付方式 

（1）双方交易金额根据实际订单的采购量和实际执行的价格据实结算。 

（2）双方可就各项产品的采购进一步签订具体合同以约定具体交易条款（包

括但不限于价格、付款形式、时间等），该具体交易条款须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和

条件。 

5、协议的生效本协议有效期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四）服务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威海良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下称“甲方”） 

乙方：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下称“乙方”） 

2、交易标的 

乙方通过所述的检测中心向甲方提供检测服务。 

3、服务费的确定方式 

（1）乙方向甲方提供检测服务的费用按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予以确定。 

（2）甲乙双方同意，确定服务费用时应参照以下标准和顺序：①关于该项

服务有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的，依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②若无国家价

格，则适用市场价格；③若无以上标准则按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由双方协商

确定。 

4、交易金额及支付方式 

（1）乙方根据甲方的业务需要向甲方提供检测服务，经甲乙双方测算，年

检测费金额预计不超过 10万元人民币。 

（2）甲方应就乙方所提供的服务，按双方约定的支付时间和方式向乙方支

付相关费用。 

（3）结算方式及时间：每月结算一次，电汇或承兑进行结算。 



5、协议的生效本协议有效期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五）采购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下称“甲方”） 

乙方：威海市南郊热电有限公司（下称“乙方”） 

2、交易标的 

甲方向乙方采购蒸汽。 

3、交易价款的确定方式 

甲方向乙方采购蒸汽的价格按威发改发〔2020〕56 号文《关于调整市区生

产经营用热汽价格的通知》的规定确定。 

4、交易金额及支付方式 

（1）甲方向乙方采购蒸汽的金额根据结算时的价格按照实际使用量计算。

根据本协议签订时的价格和常年使用量测算，预计每年不超过 2,376 万元人民币

（不含税）。 

（2）结算方式及时间：月结（每月 6日前），甲方以电汇的方式付至乙方指

定的银行账户。 

5、协议的生效本协议有效期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正常的业务往来，对公司主营业务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体现了协商一

致、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与各关联方严格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业务往来，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召开前，独立董事已对会议拟审议的《关于

审核确认公司 2019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及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

审慎审核，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出具如

下独立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及 2020 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合理、定

价公允、履行的程序完备，我们认为相关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子公司利益的情形，在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

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对此一致表示同意。 

七、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2020 年度关联交易

预计、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开展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已审议通过该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公司审核确认 2019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签署日常关联

交易协议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华

泰联合证券对于公司审核确认 2019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

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事项无异议。 

八、 备查文件 

1、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4、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5、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