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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6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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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告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本公告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经营发展需要，以市场 

价格为定价标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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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威股份”或“公司”）2021 年预计与成都通宇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通宇物业”）、成都通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称“通

威传媒”）、成都新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锐科技”）、成都通威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威置业”）、成都好主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

主人”）和成都通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威商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2021年 4月 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汉元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本关联交易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独立意

见：公司预计 2021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经营发展需要，关联

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其定价原则和结算依据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审计委员会意见：公司预计 2021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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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符合公司发展利益。2021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公正、

合理，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行为。该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预计金额 

（万元） 

2020 年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接受关联人物业管理服务 通宇物业 4,000.00 3,311.84 

接受关联人宣传推广及配套服务 通威传媒 2,000.00 1,319.37 

采购关联人设备 新锐科技 5,000.00 5,465.86 

合计 / 11,000.00 10,097.07 

（三）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预计

金额（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0 年实

际发生金

额（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接受关联人物业管理服务 通宇物业 4,500.00 100.00 3,311.84 100.00 

接受关联人宣传推广及配

套服务 
通威传媒 4,000.00 100.00 

1,319.37 
100.00 

采购关联人设备 新锐科技 6,000.00 100.00 5,682.31 100.00 

租赁关联人房屋建筑物 通威置业 2,000.00 100.00 1,314.21 100.00 

出租设备和房屋建筑物给

关联人 
好主人 700.00 100.00 635.13 100.00 

采购关联人商品 通威商管 400.00 100.00 0 0 

合计 / 17,600.00 / 12,262.86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通宇物业 

公司名称：成都通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588 号 1 栋

37 楼 3701 号 

法定代表人：黄其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 万元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清洁服务；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等 

主要股东：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2、通威传媒 

公司名称：成都通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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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588 号 1 栋

37 层 3701 号 

法定代表人：黄其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 万元 

主营业务：影视创作；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企业

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等 

主要股东：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3、新锐科技 

公司名称：成都新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成都高新区二环路南四段 2 号 402 室 

法定代表人：马学果 

注册资本：（人民币）333 万元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 

主要股东：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60.06%股权） 

4、通威置业 

公司名称：成都通威置业有限公司 

住    所：成都高新区创业路 2 号奇力新峰大楼 10 楼 

法定代表人：管亚梅 

注册资本：（人民币）23,649.0481 万元 

主要业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各内工程建设活动等 

主要股东：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持 84.57%股权） 

5、好主人 

公司名称：成都好主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住    所：成都高新区创业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胡荣柱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 万元 

主要业务：研究、开发、生产宠物食品（饲料）等 

主要股东：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持 60%股权） 

6、通威商管 

公司名称：成都通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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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588 号 37 楼 

法定代表人：黄其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 万元 

主要业务：出版物零售；保健食品销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酒类经营等 

主要股东：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持 100%股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通宇物业、通威传媒、新锐科技、好主人、通威置业和通威商管均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通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通威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情

形。 

（三）通宇物业、通威传媒、新锐科技、好主人、通威置业和通威商管均依法

存续且生产经营完全正常，有能力履行与本公司发生的相关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2021 年，公司将继续接受通宇物业提供的物业管理、特约服务、会务安

排、停车等一系列服务，此项日常关联交易全年发生额预计为 4,500 万元左右，包括

物业管理费用、特约服务费用、会务费用、停车费用及水电、网络使用费用等，以

现金结算，定价政策为：以通宇物业对其他非关联方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价格为标

准，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二）2021 年，通威传媒将承接公司一系列的宣传、推广及相关配套业务，此

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发生 4,000 万元左右，以现金结算，定价政策为：以通威传

媒对其他非关联方提供相应服务的价格为标准，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三）2021 年，新锐科技将继续为公司太阳能电池提供电池颜色外观检测设备

及自动包装设备。此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发生 6,000 万元左右，以现金结算，定

价政策为：以新锐科技对其他非关联方提供相应服务的价格为标准，遵循公平、公

正、公允的原则。 

（四）2021 年，公司将继续租赁通威置业所持有的物业作为公司的办公场所。

此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发生 2,000 万元左右，以现金结算，定价政策为：以通威

置业为其他非关联方提供办公场所的租赁价格为标准，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

则。 

（五）2021 年，好主人将继续租赁公司的机器设备和房屋建筑物。此项日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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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预计全年发生 700 万元左右，以现金结算，定价政策为：以公司为其他非关

联方提供设备和房屋建筑物的租赁价格为标准，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六）2021 年，通威商管将为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提供防疫物资、办公物资、

员工福利等商品供给。此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发生 400 万元左右，以现金结算，

定价政策为：以通威商管对其他非关联方提供相应服务的价格为标准，遵循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0 年度发生以及 2021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及

分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方的资源优势，实现合理的资源

配置，有利于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提高公司运营效率。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21 年发生总额为 17,600 万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的 0.56%、0.40%、4.74%，不会对公司 2021 年经营情

况构成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和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