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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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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罗小春、王卫清、常

熟春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罗喜芳、吴海江、陶建兵、孙峰回避表决。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造成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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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情况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涉及的关

联董事罗小春、吴海江、陶建兵、孙峰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非关联董事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常熟市汽车饰

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前，我们对会议材料进行了仔细研究，现就相关事项发表

事前认可意见如下：《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内发生

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与公司战略要求，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公允价格的

要求和相关规定，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预计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中的交易事项，符合公

司发展需要与公司战略要求，能够提升公司的整体业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上

述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关联交易

定价符合公允价格的要求和相关规定，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

有关协议或合同所确定的条款公允、合理。关联交易的价格是按照市场价格原

则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符

合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 2020 年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的业务需要而进行,并根据市场

化原则运作,关联交易的价格是按照市场价格协议协商确定的, 没有市场价格的，

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 

我们认为,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该等关联交

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定价依据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

董事会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表<一>：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常熟安通林 - -  

长春安通林（含北

京安通林，下同） 
- -  

长春派格（含佛山

派阁，下同） 

230 

766 

2,208 

1,045 

产量增加 

购买设备 

天津安通林 - -  

天津常春华锐源 -  -  

芜湖麦凯瑞 - -  

沈阳威特万  24  

小计 996 3,277  

向关联人

销售模

具、原材

料 

常熟安通林  7,320 2,906              

长春安通林 260  2,010  新获取项目增加 

长春派格 231  91  

成都安通林  -  -   

天津安通林 3,210   收购股权并表 

沈阳格瑞纳 12 12  

小计    11,033      5,019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常熟安通林 18,858 8,909  

长春安通林 20,467 27,444  

长春派格 16,663 18,014  

成都安通林 3,053 3,165  

天津安通林 21,268  收购股权并表 

天津常春华锐源 - 220  

沈阳格瑞纳 13 15  

沈阳威特万 60  63  

小计 80,382 57,830  

向关联人

提供劳

务、租赁

服务、其

他 

常熟安通林       1,735  1,434  

长春安通林  1,215 1,861   

长春派格 972  1,579   

成都安通林  -   4   

天津安通林 2,600  收购股权并表 

芜湖麦凯瑞 15 1  

沈阳格瑞纳 220  173  

天津格瑞纳 172  164  

沈阳威特万 196 183  

天津常春华锐源 - 7  

宁波安通林 - 548 新设公司 

小计 7,125 5,955  

 合计 99,536 72,080  

 

上年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 2019 年公司收购天津



安通林部分股权（公告编号 2019-006），天津安通林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不

再按照关联交易纳入统计。公司与天津安通林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金额合计

为 27,078万元。 

（三）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二>：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常熟安通林 - -   

长春安通林 - -   

长春派格 3,007 3,253  

天津格瑞纳 800 - 新获取项目增加 

天津常春华锐源 - -  

沈阳威特万 8 24  

芜湖麦凯瑞 - -  

小计 3,815 3,277   

向关联人

销售模

具、原材

料 

常熟安通林 2,236 2,906   

长春安通林 4,497  1,514  新获取项目增加 

长春派格 95  91   

北京安通林 482 496  

成都安通林 - -   

天津安通林 - 3,532 收购股权并表 

沈阳格瑞纳 - 12   

天津格瑞纳 - 1  

小计   7,309      5,019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常熟安通林 13,501 8,909  新获取项目增加 

长春安通林 10,610  8,891   

长春派格 23,359 18,014  新获取项目增加 

成都安通林 2,728  3,165   

天津安通林 - -  

天津常春华锐源 -  220   

沈阳格瑞纳 40  15   

沈阳威特万 92  63   

北京安通林 26,654 18,553  

小计 76,984 57,830   

向关联人

提供劳

务、租赁

服务、其

他 

常熟安通林 2,110 1,434  增加厂房租赁 

长春安通林 856 1,365   

长春派格 1,796 1,579   

成都安通林 -  4   

北京安通林 515 496  

天津安通林 - -  

芜湖麦凯瑞 - 1  



沈阳格瑞纳 172  173   

天津格瑞纳 160  164  

沈阳威特万 196  183   

天津常春华锐源 - 7  

宁波安通林 1,517 548 增加厂房租赁 

小计    7,322      5,954   

 合计   95,430     72,080   

 

另外，公司与罗博文发生其他关联交易，即公司向罗博文支付德国办事处

房屋租赁服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万元。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 

二、 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常熟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常熟安通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7724755163 

法定代表人：罗小春 

注册资本：2,545 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08月 31日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饰件、模具的开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自产产品；

从事自产产品的相关汽车模具设计；从事上述自产产品及其相关汽车模具的批

发、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专项规

定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关联关系说明：常熟安通林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长罗小春担任常

熟安通林的董事长职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罗喜芳担任常熟安通

林的董事职务；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陶建兵担任常熟安通林的总经理职务；公

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吴海江担任常熟安通林的董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相关

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2、长春派格汽车塑料技术有限公司（全文简称“长春派格”）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27109090Q 



法定代表人：罗小春 

注册资本：8,3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 年 06月 18日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 

关联关系说明：长春派格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长罗小春担任长

春派格的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吴海江担任长春派格的董事兼总经

理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

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3、长春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长春安通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85904789U 

法定代表人：罗小春 

注册资本：1,380 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6 年 04月 12日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汽车仪表板、副仪表板及相关汽车内饰件、销售本

企业制造的产品。 

关联关系说明：长春安通林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长罗小春担任长

春安通林的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陶建兵担任长春安通林的总经理

职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罗喜芳担任长春安通林的董事职务；公

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吴海江担任长春安通林的董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相关

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4、成都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成都安通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MA6CMPY899  

法定代表人：罗小春 

注册资本：2,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4月 5日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加工、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模具；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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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成都安通林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长罗小春担任成

都安通林的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陶建兵担任成都安通林的董事兼

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吴海江担任成都安通林的董事职务；公司财

务总监罗正芳担任成都安通林的监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

联交易。 

5、麦凯瑞(芜湖)汽车外饰有限公司（全文简称“芜湖麦凯瑞”）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7529823187 

法定代表人：NICHOLAS JAMES MORGAN 

注册资本：5,080 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09月 10日 

经营范围：非金属制品模具设计、制造、销售；汽车、摩托车注塑模具、

夹具设计、制造、销售；各类交通工具的配套塑料制品及其它相关制品的开发、

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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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芜湖麦凯瑞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长罗小春担任芜

湖麦凯瑞的董事职务，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

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6、天津格瑞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天津格瑞纳”）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MA05NAGU1Y 

法定代表人：张斌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2月 28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模具的制造、加工、销售;上述产品的批发、

零售、进出口;汽车零部件技术、模具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依法须

http://www.qichacha.com/firm_6b869b5d99aa9fddf07ed487dd79f43b.html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天津格瑞纳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吴海

江担任天津格瑞纳的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孙峰担任天津格瑞纳的

董事职务；公司财务总监罗正芳担任天津格瑞纳的监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

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7、沈阳格瑞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沈阳格瑞纳”）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MA0TWJMR0C 

法定代表人：张斌 

注册资本：2,1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3月 8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模具的制造、加工、销售,汽车零部件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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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沈阳格瑞纳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吴海

江担任沈阳格瑞纳的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孙峰担任沈阳格瑞纳的

董事职务；公司财务总监罗正芳担任沈阳格瑞纳的监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

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8、沈阳威特万科技有限公司（全文简称“沈阳威特万”）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MA0XLBAD1U  

法定代表人：孙峰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3月 13日 

经营范围：交通运输工程研究服务；汽车窗框饰条、门模、保险杆等汽车

塑料部件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提供售后服务和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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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沈阳威特万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孙峰

担任沈阳威特万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长罗小春担任沈阳威特万的

董事职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罗喜芳担任沈阳威特万的董事职务；

公司财务总监罗正芳担任沈阳威特万的监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相关交易

属于关联交易。 

9、宁波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宁波安通林”）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MA2CKUKL11 

法定代表人：罗小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11月 21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汽车饰件、模具的研发、设计、制造、加工和销

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

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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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宁波安通林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常熟安通林的子公司。公司

董事长罗小春担任宁波安通林的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陶建兵担任

宁波安通林的董事兼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吴海江担任宁波安通林

的董事职务；公司财务总监罗正芳担任宁波安通林的监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的界

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发

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发

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公司董事会对关联交易相关议案进行表决

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联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制定有关协议或合同，条款公

允、合理。关联交易的价格,有市场价格的，适用市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的，



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

有偿的原则，相关协议或合同所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罗

小春、王卫清、常熟春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罗喜芳、吴海江、陶建兵、

孙峰回避表决。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协议合同将安排签署。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按照

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造成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