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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 2020年度发生的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确认公司 2020年度与关联方之间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内容真实，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

交易操纵公司利润的情况，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1 年 4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

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周林、王淑芳、鲁国强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认可的核

查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

表决。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海宁海橡鞋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宁海橡鞋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周林 

注册资本：5,5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7639200674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昌街道海丰路 380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橡塑制品、皮革制品、五金模具制造、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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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海宁海橡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橡鞋材”）

总资产为 22,340.61 万元、净资产为 12,470.85 万元，2020年 1-12 月营业收入

8,005.49万元、净利润-8,443.0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橡鞋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周林先生控制的企业，且公司董事鲁国强

先生为海橡鞋材总经理，海橡鞋材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

关联法人，双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海橡鞋材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以往履约情况良好，与公司合作顺利，具有

较强履约能力。海橡鞋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海宁海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宁海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鲁国强 

注册资本：4,147.02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146719894R 

住所：浙江省海宁市海昌街道海丰路 380 号 2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橡塑制品、革皮制品、电缆、五金模具、轴承、磁性材料、服装

鞋帽、纺织制品、印刷（不含商标印制）、制造、加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法律

法规规定实行许可证制度的限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经营广告业务（详

见广告许可证）、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家用电器、橡胶、轮胎、批发、

零售；废旧轮胎、废旧塑料、废旧木架回收；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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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海宁海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橡集团”）

总资产为 14,303.74 万元、净资产为 9,087.69 万元，2020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685.83万元、净利润-2,729.31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橡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周林先生控制的企业，且公司董事鲁国强

先生为海橡集团法定代表人兼副董事长、总经理，海橡集团属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法人，双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海橡集团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以往履约情况良好，与公司合作顺利，具有

较强履约能力。海橡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自然人 



姓名：王周林 

关联关系：王周林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986.39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08%，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属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自然人。王周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自然人 

姓名：蒋明珍 

关联关系：蒋明珍系王周林之妻，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关联自然人。蒋明珍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所需，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

定，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

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关联租赁情况 

（1）公司出租情况 

公司 2020年度出租房屋及建筑物给关联方的情况如下：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0年度确认的租赁收入（万元） 

海橡鞋材 房屋及建筑物 12.30 

小  计 12.30 

（2）公司承租情况 

公司 2020年度承租关联方房屋及建筑物的情况如下：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0年度确认的租赁费（万元） 

海橡鞋材 房屋及建筑物 137.26 



小  计 137.26 

2、关联担保情况 

序

号 
债权人 被担保人 

关联担保

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

日 

担保到期

日 

1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

海宁支行 

海象新材 
王周林、蒋

明珍 
2,000.00 2020/8/26 2021/8/24 

2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

海宁支行 

海象新材 
王周林、蒋

明珍 
1,000.00 2020/9/29 2021/9/21 

3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

海宁支行 

海象新材 
王周林、蒋

明珍 
1,000.00 2020/11/11 2021/11/9 

4 

海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北支行 

海象新材 
海宁海橡鞋

材有限公司 
1,000.00 2020/7/27 2021/7/26 

5 

海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北支行 

海象新材 
海宁海橡鞋

材有限公司 
1,700.00 2020/7/29 2021/7/28 

6 

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宁

市支行 

海象新材 
王周林、蒋

明珍 
2,000.00 2020/7/1 2021/6/30 

7 

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宁

市支行 

海象新材 
王周林、蒋

明珍 
1,000.00 2020/7/16 2021/7/15 

8 

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宁

市支行 

海象新材 
王周林、蒋

明珍 
1,400.00 2020/7/24 2021/7/23 

9 上海浦东发展 海象新材 海宁海橡鞋 2,000.00 2020/9/10 2121/8/9 



序

号 
债权人 被担保人 

关联担保

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

日 

担保到期

日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海宁

支行 

材有限公司 

1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海宁

支行 

海象新材 
海宁海橡鞋

材有限公司 
2,000.00 2020/12/15 2021/8/9 

11 
君创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海象新材 

王周林、蒋

明珍 
3,619.69 2020/1/20 2022/12/20 

12 

荣年融资租赁

（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 

海象新材 

王周林、蒋

明珍、海宁

海橡集团有

限公司 

1,614.66 2020/1/4 2022/12/4 

13 

荣年融资租赁

（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 

海象新材 

王周林、蒋

明珍、海宁

海橡集团有

限公司 

587.15 2020/1/27 2022/12/27 

小  计   20,921.50   

3、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项  目 2020年度（万元）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901.16 

4、其他关联交易 

（1）代收代付 

①关联方代公司支付 

代付内容 关联方名称 2020年度（万元） 

地表水 海橡鞋材 6.16 

小计 6.16 

②公司代关联方支付 



代付内容 关联方名称 2020年度（万元） 

水费 海橡鞋材 0.87 

排污费 海橡鞋材 0.58 

电费 海橡鞋材 387.81 

热能 海橡鞋材 221.65 

环保税 海橡鞋材 0.10 

小计 611.01 

6、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 2020年的往来款项情况如下表所示： 

（1）应收关联方款项（单位：万元） 

（2）应付关联方款项（单位：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所需，交易价格按市场方式确定，

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

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所需，交易价

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

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海橡鞋材 64.42 3.22 

小 计 64.42 3.22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付款 王周林 6.57 1.24 

小 计 6.57 1.24 



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

规。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就本次 2020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履行了必

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认可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的总结情况。 

七、备查文件 

1、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