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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因安徽万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万安”）与安徽万安

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环境”）共用一个变电站，该变电站位

于安徽环境厂区内，安徽万安向安徽环境支付工业用电费，2021 年预计金额为

600 万元。 

（2）由于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包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向

诸暨市万强机械厂采购部分产品配件并提供产品委托加工业务，2021年意向采购

合同金额总计为2,100万元，意向委托加工销售合同金额总计为150万元。 

（3）由于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包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向

浙江万安其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安其弗”）采购电动空压机产

品及配件，2021年预计金额为1,000万元。公司向万安其弗销售汽车零部件、铸

件产品，2021年预计销售金额200万元。 

（4）由于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包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向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纬科技”）采购弹簧产品及配件，2021年

意向采购合同金额总计为1,200万元。 

（5）公司租用万安集团有限公司闲置的楼房用于员工住宿及办公之用，租

赁期3年，每年租赁费预计70万元，租赁费总计210万元。 

2、关联关系 

安徽万安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万安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环境为万安集



团控股子公司；诸暨万强实际控制人的父亲袁文达为公司控制人之一陈利祥的妹

夫；万安集团直接持有万安其弗 35%股权，浙江万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以

下简称“万泽基金”）（万安集团对万泽基金的出资比例为 84.90%）持有万安其

弗 25%股权，万安集团合计持有万安其弗 60%的股权，万泽基金持有华纬科技

9.99%的股权。 

鉴于上述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单笔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且未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以上，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联董事回避情况，回避表决的董事姓名、理由和回避情况：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审议安徽万安与安徽环境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陈锋、陈江、陈黎

慕、俞迪辉、傅直全、姚焕春回避了表决。陈锋、陈黎慕、俞迪辉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兼任万安集团董事，陈江、傅直全为万安集团董事，姚焕春为安徽环境董

事。 

审议公司与万安其弗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陈锋、陈江、陈黎慕、

俞迪辉、傅直全、姚焕春回避了表决。陈锋、陈黎慕、俞迪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兼任万安集团董事，陈江、傅直全为万安集团董事，姚焕春与陈锋、陈江、陈黎

慕、俞迪辉存在亲属关系。 

审议公司与诸暨万强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陈锋、陈江、陈黎慕、

俞迪辉、姚焕春回避了表决，该五名董事为亲属关系。 

审议公司与华纬科技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陈锋、陈江、陈黎慕、

俞迪辉、傅直全、姚焕春回避了表决。陈锋、陈黎慕、俞迪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兼任万安集团董事，陈江、傅直全为万安集团董事，姚焕春与陈锋、陈江、陈黎

慕、俞迪辉存在亲属关系。 

审议公司与万安集团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陈锋、陈江、陈黎慕、

俞迪辉、傅直全、姚焕春回避了表决。陈锋、陈黎慕、俞迪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兼任万安集团董事，陈江、傅直全为万安集团董事，姚焕春与陈锋、陈江、陈黎



慕、俞迪辉存在亲属关系。 

3、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1年预计

合同金额 

董事会审议

通过的2020

年度金额 

2020年实际发

生金额 

向关联方支付工业电费 安徽环境 600 500 347.92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配件 诸暨万强 2,100 1,800 2175.50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配件 诸暨万强 150 150 104.85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配件 万安其弗 1,000 1,000 465.22 

向关联方销售铸件产品 万安其弗 200 200 54.79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配件  华纬科技 1,200 1,200 868.60 

向关联方支付租赁费 万安集团 210 -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人名称：安徽万安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江 

（2）出资金额：15,050万元（人民币） 

（3）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岗集镇 

（4）成立时间：2010年10月21日 

（5）经营范围：承接环境治理、建筑安装工程；建筑用、民用、特种管材

及管件、模具、机械部件、生产所需原辅材料制造、研发、销售；经营进出口业

务。 

（6）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万安集团有限公司 10,250.00 68.1063 

浙江诸暨万安实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500.10 29.901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做

市专用证券账户 
199.90 1.328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

市专用证券账户 
100.00 0.6645 

 



（7）最近一期（2020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24,225.82 

净资产 17,866.96 

主营业务收入 14,088.88 

净利润 2,153.86 

 

（8）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万安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45.86%的股权），万安集团为安徽环境

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安徽环境68.11%的股权），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安徽环境为公司关联法人。 

2、关联人名称：诸暨市万强机械厂 

（1）法定代表人：袁陈炳 

（2）出资金额：100万元（人民币） 

（3）住所：诸暨市店口镇小山坞村（陶家坞1号） 

（4）成立时间：2002年7月9日 

（5）经营范围：一般经营范围：加工自销；机械配件、汽车配件、五金配

件；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袁陈炳 100.00 100.00 

 

（7）最近一期（2020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1,514.78 

净资产 686.82 

主营业务收入 2,380.30 

净利润 75.56 

 



诸暨万强成立于2002年7月，主要从事汽车配件的加工销售，具有一定的生

产规模，作为公司的供应商，能够保证所供产品配件的及时供应，具有一定的履

约能力。 

（8）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陈利祥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诸暨万强实际控制人袁陈炳（袁陈炳持有诸暨万

强100.00%的股权）的父亲袁文达为陈利祥的妹夫，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诸暨万强为公司关联法人。 

3、关联人名称：浙江万安其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江 

（2）出资金额：2,500万元（人民币） 

（3）住所：诸暨市店口镇军联路3号 

（4）成立时间：2016年12月27日 

（5）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汽车空压机部件及整机；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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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万安集团有限公司 875.00 35.00 

浙江万泽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625.00 25.00 

杨义青 500.00 20.00 

喻平 250.00 10.00 

李华 250.00 10.00 

 

（7）最近一期（2020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11,588.73 

净资产 -1019.31 

主营业务收入 4,505.06 

净利润 -1,275.372 



（8）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万安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45.86%的股权）；万安集团直接持有

万安其弗35%股权，万泽基金（万安集团对万泽基金的出资比例为84.90%）持有

万安其弗25%股权，万安集团合计持有万安其弗60%的股权，因此公司和万安其

弗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万安其

弗为公司关联法人。 

4、关联人名称：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金雷 

（2）出资金额：9,666万元（人民币） 

（3）住所：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26号 

（4）成立时间：2005年5月30日 

（5）经营范围：研究：弹簧、钢丝、汽车零部件、计算机软件、弹簧加工

专用设备。制造、销售：弹簧、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金属加工机械设备、弹

簧钢丝；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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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浙江华纬控股有限公司 4,565.00 47.2274 

金雷 2,174.85 22.5000 

霍新潮 241.65 2.5000 

诸暨市鼎晟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00.00 4.1382 

浙江万泽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66.00 9.9938 

诸暨市珍珠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318.50 13.6406 

 

（7）最近一期（2020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78,721.00 

净资产 43,433.00 



主营业务收入 52,200.00 

净利润 7,521.00 

 

（8）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万安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45.86%的股权）；万安集团对万泽基

金的出资比例为 84.90%，万泽基金持有华纬科技 9.99%的股权，华纬科技为公

司关联法人。 

5、关联人名称：万安集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利祥 

（2）出资金额：7,158万元（人民币） 

（3）住所：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4）成立时间：1997年7月21日 

（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制造：切削工具、机床附件、空调及其配件、

工程塑料、服装；批发零售：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塑料原件及制品、建筑

材料（除竹木）、五金工具、机电设备（除汽车）、家用电器。经营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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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陈利祥  492.4797 6.0000 

陈江 964.5927 13.4757 

陈锋 964.5927 13.4757 

陈永汉 593.0611 8.2583 

陈黎慕 593.0611 8.2583 

俞迪辉 593.0611 8.2583 

陈黎明 370.6634 5.1783 

周汉明 370.6634 5.1783 

叶观群 370.6634 5.1783 

蔡令天 370.6634 5.1783 

陈铁峰 370.6634 5.1783 



陈亚萍 357.9000 5.0000 

姚金尧 237.2247 3.3141 

钱长茂 185.3314 2.5892 

陈仲达 185.3313 2.5890 

陈爱芬 111.1988 1.5535 

何爱媛 74.1325 1.0357 

王崇民 15.7162 0.2196 

 

（7）最近一期（2020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562,057.21 

净资产 255,810.45 

主营业务收入 313,008.76 

净利润 14,719.56 

 

（8）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万安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万安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关联方 
2021年预计 

合同金额 

2021年1月至3

月发生金额 
备注 

向关联方支付工业电费 安徽环境 600 131.20 水电费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及配件 诸暨万强 2,100 614.17 产品及配件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及配件 诸暨万强 150 1.30 产品及配件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及配件 万安其弗 1,000 447.40 产品及配件 

向关联方销售铸件产品 万安其弗 200 3.50 产品及配件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及配件 华纬科技 1,200 158.87 产品及配件 

向关联方支付租赁费 万安集团 210 0.00 租赁费 

 



2、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公司将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

定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能够及时满足生产的需

求，并能为公司开拓市场提供补充，且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

响。本次交易金额相对较小，也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大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意见 

我们对公司与诸暨万强、安徽万安与安徽环境、公司与万安其弗、公司与华

纬科技、公司与万安集团的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与诸暨市万强机械厂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关于安徽万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与安徽万安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浙江万安其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万安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公司与诸暨万强、安徽万安与安徽环境、公司与万安其弗、公司与华

纬科技、公司与万安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行为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议案由非关联

董事进行审议，履行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 

（2）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按市场原则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