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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除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外，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具体情况如下： 

1、关联销售、采购 

1.1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丰东热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东热技术”）拟与

关联方东方工程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东方”）签订热处理设备及零配件销售、

热处理材料及零配件采购协议，2021年度预计合同总金额不超过2,450万元。 

1.2 丰东热技术拟与关联方盐城高周波热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高周波”）

签订热处理设备及零配件销售、热处理材料及零配件采购协议，2021年度预计合同

总金额不超过720万元。 

1.3 丰东热技术拟与关联方广州丰东热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丰东”）签

订热处理设备及零配件销售协议，2021年度预计合同总金额不超过800万元。 

1.4 丰东热技术拟与关联方江苏石川岛丰东真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VIF”）

签订热处理设备零配件销售、热处理材料及零配件采购协议，2021年度预计合同总

金额不超过5,500万元。 

2、关联租赁 

2.1 丰东热技术为关联方VIF提供房屋租赁（含电费）服务，2021年度预计合同

金额不超过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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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联方上海君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君德”）为公司或分别为上

海分公司、全资子公司丰东热技术及方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欣科技”）

提供房屋租赁服务，2021年度预计发生总金额不超过400万元。 

3、关联劳务派遣 

关联方日本东方拟继续向丰东热技术派遣专业人员，在丰东从事设计、工艺指

导、现场管理等工作，2021年度预计发生总金额不超过70万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公司对2021年度市场情况的判断，公司2021年度拟继续与关联方发生总金

额不超过10,000万元的关联交易。具体内容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上年发生

金额 

（万元） 

关联 

销售 

日本东方 

热处理

设备及

零配件

销售 

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协商确定 

不超过950万元 0.00 1.91 

盐城高周波 不超过 320 万元 0.00 102.77 

VIF 不超过 1,000 万元 64.80 257.74 

广州丰东 不超过 800 万元 7.29 169.45 

关联 

采购 

日本东方 

热处理

材料及

零配件

采购 

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协商确定 

不超过1,500万元 209.13 784.34 

VIF 不超过4,500万元 783.83 1,190.12 

盐城高周波 不超过400万元 87.61 0.00 

向关联方 

租出资产 
VIF 

房屋租

赁(含电

费) 

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协商确定 
不超过 60 万元  12.33 19.70 

向关联方 

租入资产 
上海君德 

房屋 

租赁 

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协商确定 
不超过 400 万元 94.03 276.12 

接受关联方
劳务服务 

日本东方 
劳务 

派遣 

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协商确定 
不超过 70 万元 10.80 60.72 

合计 
  

不超过 10,000万元 1,269.82 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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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关联 

销售 

日本东方 
热处
理设
备及
零配
件销
售 

1.91 不超过1,000万元 0.00% -99.81% 
http://www.cn
info.com.cn/n
ew/disclosure
/detail?plate=
szse&orgId=9
900016747&s
tockCode=00
2530&announ
cementId=12
07637047&an
nouncementT
ime=2020-04
-28 

盐城高周波 102.77 不超过 500 万元 0.19% -79.45% 

VIF 257.74 不超过 1,200 万元 0.48% -78.52% 

广州丰东 169.45 不超过 800 万元 0.31% -78.82% 

关联 

采购 

日本东方 
热处
理材
料及
零配
件采
购 

784.34 不超过1,500万元 3.02% -47.71% 

VIF 1,190.12 不超过 6,000 万元 4.58% -80.16% 

盐城高周波 3.28 不超过5万元 0.01% -34.40% 

总经理办公

会审议，未达

披露标准 

向关联方
租出资产 

VIF 
出租
房屋 

19.70 不超过 25 万元  100% -21.20% 
http://www.cn
info.com.cn/n
ew/disclosure
/detail?plate=
szse&orgId=9
900016747&s
tockCode=00
2530&announ
cementId=12
07637047&an
nouncementT
ime=2020-04
-28 

向关联方
租入资产 

上海君德 
房屋
租赁 

276.12 不超过 310 万元 87.57% -10.93% 

盐城高周波 39.20 不超过 45 万元 12.43% -12.89% 

接受 

关联方 

劳务服务 

日本东方 
劳务 

派遣 
60.72 不超过 80 万元 100% -24.1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2020 年度实际发生的丰东热技术与日本东方、盐城高周波、VIF、广州丰东之间的

关联销售，丰东热技术与日本东方、盐城高周波、VIF 之间的关联采购，丰东热技术与

日本东方之间的接受关联方劳务服务，低于预计金额的 20%以上，主要原因为：公司

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其中部分业务具有偶发性，

实际发生额是根据公司上下游业务发展的需要、按照公司与关联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

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

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是因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是公司与关联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根据公司上下游业

务发展的需要、按照公司与关联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

确定性，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2020 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具有公允、合理性，没有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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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1、基本情况：日本东方成立于 1952 年 8 月 12 日，代表取缔役为小崎一雄，注

册资本 8,000 万日元，注册地为日本国东京都荒川区西日暮里二丁目 25 番 1-902 号，

日本东方主营业务为：专业从事金属热处理设备的制造和销售、金属机械器具及消

耗品的制造与销售、金属热处理加工等。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总资产 10,103,420,507 日元，净资产 7,634,112,696 日元，主营业务收入

5,205,301,923 日元，净利润 335,950,065 日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日本东方为公司第三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9.60%的股

份，系持股比例在 5%以上的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及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我公司与日本东方为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日本东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丰东热技术热处理设备零配件的

供应商和设备及零配件的经销商，日本东方经营状况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目

前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二）盐城高周波热炼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盐城高周波成立于 2005 年 8 月 17 日，法定代表人为朱文明，注

册资本为 1,266.315 万美元，注册地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经济开发区张謇路 158 号。

盐城高周波经营范围为高频电源装置、感应加热设备（高频感应加热淬火装置、回

火装置、加热线圈）以及各种附属设备制造，金属零部件的感应加热热处理加工，

对外方在中国国内产品的安装调试及维修服务。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61,188,429.18 元，净资产 120,197,268.52 元，营业收入 60,046,907.03

元，净利润 2,125,094.67 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盐城高周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丰东热技术合营公司，

丰东热技术持有其 50%的股权，本公司董事朱文明先生兼任盐城高周波董事长，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和 10.1.5 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

规定，我公司与盐城高周波为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公司全资子公司丰东热技术为盐城高周波热处理设备及零配



 

5 

 

证券代码：002530                   公告编号：2021-033 

 

 

 

 

 

 

 

 

 

件的供应商；盐城高周波为丰东热技术热处理材料及零配件的供应商，其经营状况

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目前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广州丰东热炼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广州丰东成立于 2006 年 7 月 17 日，法定代表人为村田哲之，注

册资本为 2,5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两龙。广州丰东经营范围为

金属零部件的综合热处理加工、研发，销售本企业产品。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8,928,812.29 元，净资产 63,730,227.09 元，营业收入

80,016,201.24 元，净利润 15,514,115.29 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广州丰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丰东热技术合营公司，丰

东热技术持有其 50%的股权，本公司董事朱文明先生兼任广州丰东副董事长，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和 10.1.5 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

定，我公司与广州丰东为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公司全资子公司丰东热技术为广州丰东热处理设备及零配件

的供应商，广州丰东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目前不存在履约能力

障碍。 

（四）江苏石川岛丰东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VIF 成立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法定代表人为朱文明，注册资本

为 3,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经济开发区南翔西路 333 号。VIF

的经营范围为真空热处理炉的营销策划、设计、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真空热处

理炉及其零部件的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和批发；热处理加工服务和热处

理技术咨询服务。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0,530,882.74

元，净资产 50,496,135.53 元，营业收入 42,262,053.12 元，净利润 3,610,125.16 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VIF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丰东热技术合营公司，丰东热

技术持有其 50%的股权，本公司董事朱文明先生兼任 VIF 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和 10.1.5 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我公司

与 VIF 为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VIF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丰东热技术的热处理材料及零配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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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丰东热技术为 VIF 热处理设备零配件的供应商，VIF 目前经营状况正常，

不存在履约障碍。 

（五）上海君德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上海君德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法定代表人为朱文明，注册

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 2528 号 B 幢 1667

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上海君德的经营范围为从事（计算机、新能源、生物）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财务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市场营销策划，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开

发经营，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货物运输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环保设备、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家用电器、机械设

备、电子产品、通信设备、工艺礼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煤炭、汽车的销售。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8,474,033.48 元，净资产 37,350,788.46 元，营业收

入 4,034,295.30 元，净利润-4,356,374.62 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朱文明先生为上海君德的大股东和执行董

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和 10.1.5 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的相关规定，我公司与上海君德为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上海君德拥有租赁资产的合法产权，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具

有充分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交易的定价原则：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根据资源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达成交易协

议。 

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

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协议。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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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 8 月 31 日，丰东热技术下属子公司重庆丰东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

司与 VIF 签订合同，向 VIF 采购 VKA-D909012 预抽真空氮化炉生产线，合同金额

为 180 万元。 

（2）2020 年 11 月 26 日、2020 年 12 月 25 日、2021 年 2 月 9 日、2021 年 4 月

19 日，丰东热技术与 VIF 签订采购合同，丰东热技术分别向 VIF 采购 VCQ-9095120

真空高压气淬炉、VCH-1000 碳氢溶剂型清洗机、HWBV-4VC 碳氢溶剂型清洗机、

HWBV-9090150 碳氢溶剂型清洗机，以上合同金额分别为 275 万元、208 万元、138

万元和 155 万元。 

（3）2020 年 4 月 23 日，丰东热技术与 VIF 签署《研发中心五楼及附属设施租

赁合同》，丰东热技术将研发中心五楼及附属设施租赁给 VIF 使用，租期 3 年，即 2021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止。 

（4）2020 年 12 月 23 日，上海君德分别与方欣科技、丰东热技术、公司上海分

公司签署了《办公楼租赁合同》，上海君德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金运路 299 弄华泰中

心 1 号 9-10 层的房屋租赁给上述三方使用，方欣科技承租 9 层 132.01 平方米，租赁

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月租金 2.01 万元；丰东热技术与

公司上海分公司分别承租 9层 517.125平方米和 10层 1,035.57平方米，租赁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丰东热技术月租金 7.86 万元，上海分公司月

租金 15.75 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公平公允

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签署书面协议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关系。 

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热处理材料及零配件采购、热处理设备及零配件销售、

房屋租赁、劳务服务等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预计在今后的

生产经营中，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同时，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与公司

全年的营业收入相比金额较小，公司的业务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关系，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租入资产交易，有利于稳

定公司经营场所,树立品牌形象,满足员工上下班交通便利的需求，改善员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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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降低员工流失风险，提高人才吸引力，对保障与加大公司核心竞争力有促进

作用。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具有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的决策程序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日常

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召开前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对公司 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进行了审慎核查及事前认可，并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现就公司 2021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2、经审核，2021 年公司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要的，关联交易

定价按照协议价格和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体现了公平、公允和合理的原则；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不

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独立董事，同

意《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监事会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过程

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关联交易定价按照

协议价格和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符合定价公允原则，决策程序合法，上述日

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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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审核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3、履约能力分析：VIF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丰东热技术的热处理材料及零配件的供应商，丰东热技术为VIF热处理设备零配件的供应商，VIF目前经营状况正常，不存在履约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