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195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1-020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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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

属正常的经营业务活动，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

权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产生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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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阮立平先生、阮学平先生、蔡映峰先生

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全部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

业务发展需要，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型业务总额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与关联方

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而正常发生的，具有其必

要性。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占同类型业务总额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相

关事项。 

（二）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元） 

实际发生额 

（未经审计，元）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杭州亮牛五金

机电有限公司 
45,000,000.00  25,692,578.69  / 

杭州杭牛五金

机电有限公司 
48,000,000.00  35,572,317.82  / 

杭州飞牛五金

机电有限公司 
2,400,000.00  2,727,584.86  / 

苏州牛唯旺贸

易有限公司 
24,000,000.00 18,101,438.63 / 

湖北幻天贸易

有限公司 
14,000,000.00 8,896,692.07 / 

宜昌耀阳贸易

有限公司 
1,000,000.00 - / 

常德坚科贸易

有限公司 
15,000,000.00 12,085,364.10 / 

慈溪市利波电

器有限公司 
14,000,000.00 10,617,022.78 / 

北京宸皓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2,400,000.00 784,582.86 / 

小计 165,800,000.00 114,477,581.81   

向关联人

支付租金 

阮舒泓 1,000,000.00 805,085.00 / 

小计 1,000,000.00 805,085.00   

合计 166,800,000.00 115,282,666.81   

（三）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元） 

占同类

型交易

比例

（%）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发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额

（元） 

占同类

型交易

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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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销售

杭州亮牛

五金机电

有限公司 

43,000,000.00 0.45     4,342,079.30   25,692,578.69   0.27  / 



产品、

商品 

杭州杭牛

五金机电

有限公司 

60,000,000.00 0.62     8,889,736.18   35,572,317.82   0.37  / 

杭州飞牛

五金机电

有限公司 

4,700,000.00 0.09       349,537.13   2,727,584.86   0.05  / 

苏州牛唯

旺贸易有

限公司 

31,000,000.00 0.51     4,174,038.47  18,101,438.63  0.30  / 

湖北幻天

贸易有限

公司 

18,000,000.00 0.28     3,241,999.83  8,896,692.07  0.14  / 

常德坚科

贸易有限

公司 

21,000,000.00 0.33     2,284,222.43  12,085,364.10  0.19  / 

慈溪市利

波电器有

限公司 

18,000,000.00 0.28     2,578,491.19  10,617,022.78  0.17  / 

北京宸皓

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1,300,000.00 0.02       103,711.42  784,582.86  0.01  / 

小计 197,000,000.00    25,963,815.95  114,477,581.81    

向关联

人支付

租金 

阮舒泓 1,000,000.00 3.96 - 805,085.00 3.19 / 

小计 1,000,000.00  - 805,085.00    

合计 198,000,000.00    25,963,815.95  115,282,666.81     

注：“占同类型交易比例”基于 2019年年度经审计数据测算。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杭州亮牛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奕蓉 

成立日期：2012 年 1月 10日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63号 5幢 4楼 403室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机电设备（除专控），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其他无

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阮立平配偶的兄弟姐妹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方。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1,099.36 万元，净资产 502.68 万元，营

业收入 3,685.83万元，净利润 48.5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杭州杭牛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敏峰 

成立日期：2013 年 10月 23日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63号 5幢 3楼 305室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消防器材、一般

劳保用品、橡胶制品、金属材料（除贵重金属）、装饰材料（上述经营范围应在

《市场登记证》有效的营业期限内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阮立平配偶的兄弟姐妹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方。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440.24 万元，净资产 218.94 万元，营业

收入 3,538.53万元，净利润 28.5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杭州飞牛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乾亮 

成立日期：2018 年 4月 19日 

注册资本：3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华路 1号 13幢 4楼 440室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机电设备（除专控），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其他无

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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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阮立平配偶之弟潘敏峰之配偶徐奕蓉持股 45%，

潘敏峰之子潘乾亮持股 55%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第五款的规定，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148.62 万元，净资产 57.07 万元，营业

收入 221.25万元，净利润 17.4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苏州牛唯旺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寿福 

成立日期：2017 年 3月 28日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苏州高新区珠江路 511号 

经营范围：销售：插座、五金配件、数码配件、LED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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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蔡映峰子女配偶之父母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方。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637.68 万元，净资产 247.36 万元，营业

收入 1,822.75万元，净利润 8.3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湖北幻天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琰皓 

成立日期：2018 年 1月 10日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东站路 188号三峡物流园 C2 区 1880号 

经营范围：服装鞋帽、五金交电、灯具、日用百货、家居饰品、工艺美术品

（象牙、犀角及其制品除外）、办公用品、针纺织品、塑料制品、玻璃制品、金

属制品（不含期货交易以及国家限制、禁止经营的方式）、机械设备及零配件、

酒店用具、电子产品、管材、洁具、厨房用品、家用电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批发兼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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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系公司高管张丽娜之妹张美娜持股 1.33%、张美娜之子徐琰皓持

股 98.67%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的

规定，构成公司关联方。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800.00 万元，净资产 700.00 万元，营业

收入 1,300.00万元，净利润 96.0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常德坚科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应坚国 

成立日期：2017 年 12月 7日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常德市武陵区长庚街道聚宝社区 9组 

经营范围：五金产品、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的销售；广告制作、发

布及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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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蔡映峰兄弟姐妹的配偶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方。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801.78 万元，净资产 109.00 万元，营业

收入 1,140.64万元，净利润 29.4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慈溪市利波电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利波 

成立日期：2018 年 8月 1日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慈溪市匡堰镇宋家漕村江东 8号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电线、电缆、五金工具、橡胶制

品、塑料制品、数码产品及配件、五金配件、照明灯具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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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蔡映峰的兄弟姐妹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方。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445.00 万元，净资产-24.00 万元，营业

收入 1,174.00万元，净利润-12.7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北京宸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敏惠 

成立日期：2017 年 12月 21日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恒业八街 6号院 26 号 3层 101-30955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销售电子产

品、通讯设备、灯具、服装、鞋帽、箱包、针纺织品、日用品、文化用品、家用

电器、工艺品（不含文物）、体育用品（不含弩）、塑料制品。（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监事李雨配偶之兄长夏中桂及其配偶曾敏惠控制的公司，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

方。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29.74 万元，净资产-17.24万元，营业收

入 104.68万元，净利润-0.2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阮舒泓：公司实际控制人阮立平之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5条第四款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方。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与本公司存在长期持续性关联关系，具备持续经

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且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及商品采用先款后货方式，故对

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坏帐。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销售产品、商品与房屋租赁等。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未偏

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发挥公司与关联人的协同

效应，是合理的、必要的，且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二）交易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正常的经营业务活动，有利于保证公司的

日常运营及稳定发展。关联交易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

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

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

较大的依赖，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