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551         证券简称：奥普家居        公告编号：2021-009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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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或

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风险可控。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

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 2 次（含本次），合计 34,5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29.03%。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普家居”或“公司”）控股子公司

嘉兴奥普劲达厨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劲达”）、成都劲启家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成都劲启”）大宗原材料及生产经营所需机器设备采购的流动资金

问题，促进其业务更好发展，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嘉兴劲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向

成都劲启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的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息方式按照借款实际使用天数计

息。 



 

 

嘉兴劲达、成都劲启为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持股比

例分别为 55%、52%；唐国富系持有嘉兴劲达 45%股份的自然人，李仕泽、奉涛

系持有成都劲启 28%、20%股份的自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条认定，唐国富、李

仕泽、奉涛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公司向与关联自然人唐国富、李仕泽、奉涛共

同投资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大于持股比例的借款，根据《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

二条的规定，上述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唐国富、李仕泽、

奉涛相关的关联交易（含本次借款）合计 34,50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29.03%，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嘉兴奥普劲达厨卫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嘉兴奥普劲达厨卫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 年 12 月 8 日 

注册资本 3,500 万元 

实收资本 3,500 万元 

公司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八联村嘉海公路西侧 1 号厂房 1 楼 

法定代表人 唐国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11MA28AXA9XM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55.00% 

唐国富 45.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截止日/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2020.9.30/2020 年 1-9 月（未经 11,019.67 5,439.62 299.01 



 

 

审计） 

2019.12.31/2019 年度（经浙江正

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8,893.78 5,630.81 996.22 

经营范围 

厨卫电器及零配件、集成吊顶、集成墙面、LED 灯具的研发、生产、销售；

金属板的技术研发；从事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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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都劲启家居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成都劲启家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 年 5 月 4 日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实收资本 3,000 万元 

公司住所 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晨蓝路 122 号 

法定代表人 李仕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84MA6CPC8RX5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52.00% 

李仕泽 28.00% 

奉涛 20.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截止日/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2020.9.30/2020 年 1-9 月（未经

审计） 
6,978.97 2,003.02 -629.76 

2019.12.31/2019 年度 

（经浙江正大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计） 

5,901.63 2,609.31 -200.76 

经营范围 

家用卫浴电器、通风置换设备、冷暖设备、集成吊顶、家用电力器具、家

居装饰材料、金属制品、金属材料(以上除贵重金属)、家用厨房电器、厨

具产品、水槽、橱柜、木塑制品、家居装饰材料、照明器具、智能家居产

品、电子产品及配件、电器开关、卫浴洁具、家具、金属门窗、室内装饰

设计服务；提供上述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售后维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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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嘉兴劲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55%；唐国富系持有嘉兴劲达

45%股份的自然人。成都劲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52%；李仕泽

系持有成都劲启 28%股份的自然人，奉涛系持有成都劲启 20%股份的自然人，

根据《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条认定，唐国富、李仕泽、奉涛为公司的关联自

然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方概况-唐国富 

（1）基本信息 

姓名 唐国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住所/通讯地址 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八联村嘉海公路西侧 1 号厂房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经历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嘉兴奥普劲达厨卫科技有限公司 2016.12 至今 董事/总经理 

嘉兴松尚电器有限公司 2014.04 至今 经理 

（3）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根据唐国富出具的说明，截至本公告日，唐国富控制的核心企业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 

经营范围 

浙江劲源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1000 万人民币 50% 电子领域内的技术研发；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

仪表零部件、液压机、锻压机床、自动化设备的

研发、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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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富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它关系。 

2、关联方概况-李仕泽 

（1）基本信息 

姓名 李仕泽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住所/通讯地址 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晨蓝路 122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经历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中山劲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7.06 至今 董事/经理 

嘉兴劲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17.06 至今 董事 

成都劲启家居有限公司 2017.05 至今 董事/总经理 

（3）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根据李仕泽出具的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李仕泽没有控制的核心企业。 

（4）李仕泽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它关系。 

3、关联方概况-奉涛 



 

 

（1）基本信息 

姓名 奉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住所/通讯地址 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晨蓝路 122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经历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中山博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3.11--2018.11 常务副总经理/监事 

成都劲启家居有限公司 2017.05 至今 董事 

中山劲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7.06 至今 董事 

浙江楚乔电气有限公司 2009.04 至今 监事 

（3）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根据奉涛出具的说明，截至本公告日，奉涛没有控制的核心企业。 

（4）奉涛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它关系。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嘉兴劲达、成都劲启拟签署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借款对象：嘉兴奥普劲达厨卫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劲启家居有限公司 

（二）借款额度： 

1. 嘉兴劲达 

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最高借款限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该最

高借款限额可由借款人一次或多次申请；出借人有权根据借款人的申请及借款条

件、出借人的经营状况，决定向借款人一次或分次发放借款。  



 

 

2.成都劲启 

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最高借款限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该最

高借款限额可由借款人一次或多次申请；出借人有权根据借款人的申请及借款条

件、出借人的经营状况，决定向借款人一次或分次发放借款。 

（三）借款用途：大宗原材料及生产经营所需的机器设备的采购。 

（四）利息及计算方式：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借款

期限内利息＝借款年利率×借款金额×借款天数/365，借款天数从放款日起算至借

款偿还日止。  

（五）借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股东大会通过并签署借款合同之日起

生效。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自身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对嘉兴劲达、成都劲启提供借款，有

助于解决其大宗原材料及生产经营所需机器设备采购的流动资金问题，促进其业

务更好发展，亦有利于保障公司未来的投资收益。公司对嘉兴劲达、成都劲启具

有实质控制和影响，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吴兴杰、刘文龙对此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独立

董事已经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议

案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兴劲达、成都劲启大宗原材料及生产经营所需机器

设备采购的流动资金需求，公司拟向其提供借款，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是合理的、必要的。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

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对控股子公司嘉兴劲达、成都劲启提供

借款，有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进而保障公司未来的投资收益。本次

关联交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收取利息，交易遵循公平、公

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参考市场同类交易价格为基础，定价公允、公平、合理；

关联交易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董事已

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事

项。 

（二）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定价公允、公平、合

理，风险可控，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次借款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同意

本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

事需回避表决。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

司向控股子公司嘉兴劲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向成都劲启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借款是为满足其大宗原材料及生产经营所需机

器设备采购的资金需求，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其经营发展需要及实际情况，利息

费用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

意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奥普家居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

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经营

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向控

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

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后续将安排股东大会就该事项进行审议，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保荐机构对奥普家居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招商证券关于奥普家居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