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州

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莱客”、“上市公司”或“公司”）

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对好莱客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及子公司”）因经营需求与广

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含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统称“好

太太”）、浙江雷拓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拓家居”）进行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鉴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决策

权限内，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与好太太的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20 年预计金额 2020 年实际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及服务    1,000.00         31.92  

向关联方提供服务         -            2.83  

关联交易类别 2020.1.1-2025.1.31 预计金额 2020 年实际金额 



 
 

向关联方租赁房屋      934.36        153.42  

注：公司与好太太基于双方经营发展需求联合开展营销活动，为此公司向好太太提供相

关服务。 

2、与雷拓家居的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20 年预计金额 2020 年实际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设备  7.50   -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90.00   42.40  

向关联方购买餐饮服务  130.00   72.03  

向关联方支付厂房电费  80.00   76.96  

向关联方租赁房屋  82.00   75.21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70.00   25.27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  400.00   396.84  

关联交易类别 2019-2021 年预计金额 2020 年实际金额 

向关联方租赁厂房 973.64 309.10 

注：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向雷拓家居租赁厂房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625.72 万元。 

3、与千川木业的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20 年预计金额 2020 年实际金额 

向关联销售产品及服务  -     340.38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     354.40  

4、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说明 

2020 年公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公司

及关联方的经营策略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调整。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名称：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70197284B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石化公路21号之一、之二 

（5）法定代表人：沈汉标 

（6）注册资本：40,100万元 

（7）成立日期：2005年1月5日 

（8）营业期限：2005年1月5日至2055年1月5日 

（9）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实验发展；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

研究、开发；机械工程设计服务、网络技术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金属建筑装饰材料制造；金属日用杂品制造；家用

电器批发；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日用杂品综合零售；金属装饰材料零售 

（10）关联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4,232.96 

负债总额 47,653.34 

资产净额 146,579.62 

注：好太太尚未披露2020年度报告。 

2、关联关系说明 

好太太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规定，好太太

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浙江雷拓家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雷拓家居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8U3XY8J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东复村洪家潭 168-3 号 

（5）法定代表人：巫国飞 

（6）注册资本：3,000 万元 



 
 

（7）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16 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生产、制造、加工、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家居、门窗、

衣柜、五金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10）关联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43.30 

负债总额 4,092.57 

资产净额 -1,349.28 

（11）关联方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比例（%） 

1 巫国飞 2,970.00 99.00 

2 万小龙 30.00 1.00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全资孙公司湖北好莱客门窗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瀚隆门窗（杭州）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瀚隆门窗”）100%股权，雷拓家居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为瀚

隆门窗持股 40%的股东，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规定，雷拓家居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成都千川木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名称：成都千川木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5716001375U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双新路 1111 号 

（5）法定代表人：骆正任 

（6）注册资本：3,000 万元 

（7）成立日期：1999 年 7 月 8 日 



 
 

（8）营业期限：1999 年 7 月 8 日至 2029 年 7 月 7 日 

（9）经营范围：木制品加工、销售、安装。室内外装饰装修（凭资质证经

营）；销售装饰材料、建筑材料及辅料、五金交电、卫生洁具、水暖器材。经营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及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关联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069.63 

负债总额 57,114.96 

资产净额 15,954.67 

（11）关联方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比例（%） 

1 骆正任 2,040.00 68.00 

2 杨琴 960.00 32.00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持有湖北千川 51%股权，湖北千川持有成都千川 100%股权，具体如下： 

 

 

 

 

 

 

 

公司现为湖北千川持股 51%的股东，骆正任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为湖北千川

持股 33.75%的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规定，骆正任为公司关联自然人；骆正任目前持有

成都千川木业 68%股权，因此成都千川木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好太太、雷拓家居、千川木业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根据

正常业务发展需要而发生，交易价格为市场公允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好莱客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

发展需要而发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好莱客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因此，保荐机构对好莱客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