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会公告 

 1 

证券代码：002048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21-030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预计2021年与关联方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一）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与长春佛吉亚排气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佛吉亚”）发生采购货物的

关联交易 

与长春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是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长春消声器”）向其参股子公司长春佛吉亚采购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长春佛吉亚 ≤25,000  8,160.85 

2、与宁波华乐特汽车装饰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华乐特”）发生采购商品

的关联交易 

与宁波华乐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宁波华翔汽车车门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宁波车门”）和公主岭华翔汽车顶棚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主岭顶棚”）

向宁波华乐特发生采购原材料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宁波华乐特 ≤8000 7,208.38 

3、与宁波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

交易 

与进出口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委托进出口公司采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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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模具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进出口公司 ≤8000 1,780.95 

4、与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华翔”）发生采购商

品的关联交易 

与江铃华翔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南昌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昌华翔”）向江铃华翔采购零部件半成品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江铃华翔 ≤6000 2,412.01 

5、与华众车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车载”)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华众车载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华众车载下属子公司

宁波华众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塑料”）、成都华众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华众”)、佛山华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

山华众”）等子公司采购原材料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华众车载 ≤1000 0 

6、与宁波劳伦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伦斯电子”）发生采购商品及接

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与劳伦斯电子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劳伦斯”）等向该公司采购模具及提供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劳伦斯电子 ≤1200 759.17 

7、与宁波劳伦斯表面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伦斯表面技术”）发生采购

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劳伦斯表面技术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宁波劳伦斯等接受该

公司提供的劳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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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劳伦斯表面技术 ≤12,000 8,344.54 

8、与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宁波

峰梅视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讯电子”）、宁波峰梅新能源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精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精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戈冉泊”）、

海外诗兰姆（韩国、日本、印度）等发生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

“宁波戈冉泊” “海外诗兰姆”等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向该公

司采购零部件及接受该公司提供的劳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宁波峰梅 ≤10,000 3,612.31 

9、与佛吉亚（天津）排气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佛吉亚”）发生采

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天津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是长春消声器向参股公司天津佛吉亚采购汽

车零部件及技术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天津佛吉亚 ≤1500 0 

10、与长春华众延锋彼欧汽车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延锋彼欧”）发生采

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华众延锋彼欧发生的关联交易，是长春消声器向华众延锋彼欧采购原材料

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原材料 华众延锋彼欧 ≤3000 0 

11、与长春市华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华腾”）发生采购商品的

关联交易 

与长春华腾发生的关联交易，是长春消声器向长春华腾采购原材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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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原材料 长春华腾 ≤500 0 

（二）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1、与长春佛吉亚发生销售货物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是长春消声器与长春佛吉亚发生销售汽车零

部件等产品以及提供劳务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长春佛吉亚 ≤20,000 14,252.66 

2、与华众车载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华众车载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华众车载下属子公司

华众塑料、成都华众、佛山华众等子公司销售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及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华众车载 ≤2000 755.2 

注：上述交易金额为出口代理业务，依照惯例，进出口公司将向本公司收取8‰的佣金。 

3、与江铃华翔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江铃华翔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华翔通过江铃华翔销

售内饰件类零部件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江铃华翔 ≤56,000 45,632.46 

4、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

“宁波戈冉泊” “海外诗兰姆”等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 

“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 “宁波戈冉泊” “海外诗兰姆”等发生的关

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向该公司销售产品及提供劳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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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 宁波峰梅 ≤20,000 9,187.31 

5、与佛吉亚（成都）排气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佛吉亚”）发生销

售货物和服务的关联交易 

与成都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及长春消声器向参股公司成都佛吉亚销

售汽车零部件及提供技术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成都佛吉亚 ≤400 54.65 

6、与天津佛吉亚发生销售货物的关联交易 

与天津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及长春消声器向参股公司天津佛吉亚

销售汽车零部件及提供技术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天津佛吉亚 ≤3000 386.62 

7、与华众延锋彼欧发生销售货物的关联交易 

与华众延锋彼欧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及长春消声器向华众延锋彼欧销售

汽车零部件及提供技术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华众延锋彼欧 ≤3000 0 

8、与长春华腾发生销售货物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华腾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及长春消声器向长春华腾销售汽车零部

件及提供技术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长春华腾 ≤600 0 

（三）其他关联交易 

1、与象山华翔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下称“华翔酒店”）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1）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商务活动在华翔酒店产生会务、客人住宿、员工

差旅、外聘人员公寓住宿等费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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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华翔职工培训学校场地限制，租用华翔酒店场地用作公司培训，发生

相关服务费用（如场地租赁、住宿、餐饮等）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华翔酒店 ≤1000 42.96 

2、与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称“拓新电子“）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与拓新电子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拓新电子在上海办公场所产生的租赁费、水

电费委托公司代付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拓新电子 ≤500 60 

3、与沈阳峰梅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峰梅”）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 

与沈阳峰梅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是沈阳华翔、沈阳艾倍思井华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ABC公司”）向沈阳峰梅支付房租，以及通过其代交

水电煤等费用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沈阳峰梅 ≤2,000 1,565.26 

   4、与江铃华翔发生经营租赁和厂房租赁的关联交易 

   与江铃华翔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南昌华翔向江铃华翔租赁设备和厂房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江铃华翔 ≤1000 669.89 

5、与华众车载发生租赁相关的关联交易 

与华众车载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华众车载下属子公司

华众塑料、成都华众、佛山华众等子公司发生租赁设备、厂房及收付水电费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华众车载 ≤30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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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 

“宁波戈冉泊” “海外诗兰姆”等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 

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 

“宁波戈冉泊” “海外诗兰姆”等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向

该公司提供厂房租赁及收取水电费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宁波峰梅 ≤3000 420.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沈阳峰梅塑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3年12月，注册资本为20,521.63万元，注

册地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3甲3号。主要经营范围为塑料产品、汽车零

部件及相关产品制造；成套设备及配件、发泡缓冲件、胶带的批发；自有房屋出

租；物业管理服务。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峰梅”）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宁波峰梅实际控制人为周晓峰。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沈阳峰梅公司总资产为12,827.29万元，净资产

12,709.66万元，营业收入1,565.26万元，利润总额652.76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宁波华翔实际控制人周晓峰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沈阳峰梅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沈阳峰梅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该公司之间支付房租，

以及通过其代交水电煤等费用2,000万元。 

（二）长春佛吉亚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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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注册地址为长春市高新开发区宜居路3688号，法定代表人为林福青先

生。合资公司注册资本3,470万元，佛吉亚持有51%的股权，长春消声器有限公司

持有49％的股权。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汽车消声器及其管件系统。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46,624.83万元，净资产为68,892.15万元，

营业收入467,519.87万元，利润总额29,075.57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春佛吉亚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消声器的参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长春佛吉亚与本公司长春消声器进行的日常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长春佛吉亚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长春消声器与该公司销售商品的交易额20,000

万元，采购货物交易额25,000万元。 

（三）佛吉亚（成都）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南二路6号，法

定代表人为林福青先生。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60万美元，佛吉亚持有51%的股权，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49％的股权。主要经营范围是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70,256.37万元，净资产为18,131.26万元，营

业收入154,514.24万元，利润总额6,286.38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成都佛吉亚是本公司持股49%的参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成都佛吉亚与本公司长春消声器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3、履约能力 

成都佛吉亚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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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长春消声器与该公司销售商品的交易额400万

元。 

（四）佛吉亚（天津）排气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东路239号，法定代

表人为林福青先生。合资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佛吉亚持有51%的股权，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49％的股权。主要经营范围是汽车排放系统和部

件的制造。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31,365.12万元，净资产为4,395.37万元，营

业收入81,298.67万元，利润总额87.48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天津佛吉亚是本公司持股49%的参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天津佛吉亚与本公司长春消声器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3、履约能力 

天津佛吉亚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长春消声器与该公司销售商品的交易额3,000

万元，采购货物交易额1, 500万元。 

（五）华众车载控股有限公司（原“华众控股”）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总股本10亿港币，主要持股人为周敏峰。公司是

为国内外著名中高档汽车制造商提供塑料车身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主要OEM供

应商之一。产品包括汽车内外饰件及精密模具，以及同类产品在豪华游艇等非汽

车行业的应用，包括ABCD柱、保险杠、前端框架、发动机罩盖等。下属子公司

包括华众塑料、成都华众、佛山华众等。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330,586.31万元，净资产为107,492.25

万元，营业收入217,354.88万元，利润总额11,178.87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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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华众车载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华众车载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与该公司下属子公司销售商

品的交易额2,000万元，采购货物交易额1,000万元，设备和厂房租赁300万元。 

（六）宁波华乐特汽车装饰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于2004年3月，注册资本150万欧元，注册地浙

江省象山县西周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主营经营范围：高档织物面料

的设计和开发；高档织物面料的织造及后整理加工；汽车零部件制造。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4,523.66万元，净资产为22,760.71万元，营

业收入19,088.81万元，利润总额2,356.87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宁波华乐特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宁波华乐特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车门和公主岭顶棚向宁

波华乐特发生采购原材料交易交易额为8,000万元。 

（七）象山华翔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由赖彩绒、象山华友半岛房地产有限公司、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投资建造的度假休闲酒店，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注册

地为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镇安路104号，法定代表人为赖彩绒。主营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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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住宿等。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317.32万元，净资产为-626.18万元，营业收

入314.39万元，利润总额-139.35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赖彩绒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华翔酒店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3、履约能力 

华翔酒店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该公司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服务涉及交

易金额为1,000万元。 

（九）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3月21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

万元，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白杨路1160号，法定代表人为张松梅。主营业务

范围电子产品，自有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等。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8,462.65万元，净资产为8,939.65万元，营

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208.97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拓新电子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3、履约能力 

拓新电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拓新电子通过本公司租用上海的办公场发生租

赁费及代付水电费约为500万元。 

（十）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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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注册地南昌市青云谱

区昌南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黄平辉，宁波华翔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江铃华

翔主要从事汽车内、外饰件、冲压件、零部件制造及销售。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70,244.64万元，净资产为28,351.14万元，营

业收入85,015.49万元，利润总额4,091.37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江铃华翔与本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江铃华翔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华翔与该公司发生采购货

物金额为6,000万元，销售商品金额为56,000万元，租赁1,000万元。 

（十一）宁波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1984年6月，注册地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镇安路，法定代表人

郑才玉,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进出口公司主营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

技术的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是象山县唯一一家进出口“双便”企业，暨享有绿

色通道（优先通关，优先退税），也是宁波市“政关”重点扶持50家进出口企业之

一。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6,349.33万元，净资产为2,677.89万元，营业

收入36,823.83万元，利润总额281.78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董事周辞美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进出口公司公司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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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

易金额为8,000万元。 

（十二）上海戈冉泊精模科技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8月16日，注册人民币6,0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双柏路688号，主营业务为精密模具和精密注塑产品的生产销售。 

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33,885.69万元，净资产16,066.65

万元，营业收入30,982.67万元，利润总额2,481.19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上海戈冉泊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上海戈冉泊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三）宁波峰梅视讯电子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4月18日，注册人民币7,0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525号12幢1楼，主营业务为视讯电子类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8,376.81万元，净资产880.67万元，

营业收入59,737.63万元，利润总额-883.60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视讯电子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3、履约能力  

视讯电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四）宁波峰梅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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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10日，注册人民币8,000.00万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

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525号12幢1楼，主营业务为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研发、技术

转让、咨询、生产及销售。 

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10,027.73万元，净资产-480.27万元，

营业收入743.65万元，利润总额-2,211.29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峰梅新能源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峰梅新能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五）宁波劳伦斯电子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11日，注册人民币1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

省象山县西周镇工业园，主营业务为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配件、汽车配件、模具、

塑料制品、家用电器的制造、加工。 

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878.69万元，净资产-1,083.02万元，

营业收入835.10万元，利润总额23.73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辞美先生，是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劳伦斯电子进行的日常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劳伦斯电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本公司及宁波劳伦斯等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

购商品交易金额为1,200万元。 

（十六）宁波劳伦斯表面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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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15日，注册人民币2,6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

省象山县大徐镇象山产业区城东工业园玉盘路，主营业务为电镀汽车零部件、塑

料制品、橡胶制品、五金件、铝制品研发、制造；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

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30,459.63万元，净资产19,493.8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2,003.06万元，利润总额3,425.40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辞美先生，是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劳伦斯表面技术进行的日常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劳伦斯表面技术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本公司及宁波劳伦斯等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

购商品交易金额为12,000万元。 

（十七）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18日，注册人民币16,5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

浙江省象山县西周机电工业园区，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282,210.83万元，净资产156,544.76

万，营业收入57,065.73万元，利润总额8,613.40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宁波峰梅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宁波峰梅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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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本公司及子公司与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视

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 “海外诗兰姆”等发

生采购商品交易金额为10,000万元，销售商品交易金额为20,000万元，厂房租赁

金额3,000万元。 

（十八）长春华众延锋彼欧汽车外饰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06月03日，注册人民币26,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长

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湖大路5001号，主营业务为汽车外饰零部件的设计、开发、

试验、制造和销售。 

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51,839.19万元，净资产18,724.75

万，营业收入54,772.91万元，利润总额1,286.07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华众延锋彼欧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华众延锋彼欧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本公司及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

额为3,000万元，销售商品交易金额为3,000万元。 

（十九）长春市华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07月22日，注册人民币1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净月

经济开发区南湖南路与金鑫街交汇(小合台工业区五期)，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部件

加工。 

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33,647.75万元，净资产10,254.85

万，营业收入28,362.35万元，利润总额3,261.03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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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长春华腾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3、履约能力  

长春华腾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2021年，本公司及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

额为500万元，销售商品交易金额为600万元。 

 （二十）宁波戈冉泊精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11日，注册人民币25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

省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566号5幢，主营业务为金属制品（除压力容器）、模具及

配件的制造、加工；从事金属制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金属制品的销售。 

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1783.76万元，净资产803.48万元，

营业收入1,824.14万元，利润总额121.31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宁波戈冉泊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宁波戈冉泊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长春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众延锋彼欧、长春华腾与长春消声器；宁波华

乐特与宁波车门、公主岭顶棚；华众车载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劳

伦斯电子与宁波劳伦斯；劳伦斯表面技术与宁波劳伦斯；江铃华翔与南昌华翔；

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波

戈冉泊” “海外诗兰姆”等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采购货物的关联交易以

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长春佛吉亚、成都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众延锋彼欧、长春华腾与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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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消声器；华众车载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铃华翔与南昌华翔；

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波

戈冉泊” “海外诗兰姆”等与本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销售货物关联交易均以产

品的市场价格进行。 

华翔酒店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市场价定价。 

拓新电子与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水电费关联交易以市场价定价。 

江铃华翔与南昌华翔之间的租赁设备和厂房关联交易均以以市场价定价。 

进出口公司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的交易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委托进出

口公司采购设备、模具和销售商品产生的，以市场价定价。 

沈阳峰梅与沈阳华翔、沈阳ABC公司的厂房租赁价格以当地市场价为基础，

并经双方协商确定，代收水电煤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华众车载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租赁设备、厂房及收付

水电费的关联交易以市场定价。 

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

波戈冉泊”“海外诗兰姆”等与本公司及子公司发生的厂房租赁及收取水电费的

关联交易以市场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与会董事对2020年公司及长春消声器与长春佛吉亚、成都佛吉亚、天津佛吉

亚、华众延锋彼欧、长春华腾；宁波车门、公主岭顶棚与宁波华乐特；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与华众车载及其子公司；宁波劳伦斯与劳伦斯电子；宁波劳伦斯与劳伦

斯表面技术；南昌华翔与江铃华翔；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

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 “海外诗

兰姆”等；沈阳华翔、沈阳ABC公司与沈阳峰梅；公司与拓新电子；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与华翔酒店；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以市

场价格进行，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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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以4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通过，关联董事周晓峰回避了该项表决。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长春消声器与长春佛吉亚、成都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

众延锋彼欧、长春华腾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长春消声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进

行的半成品买卖行为和提供技术服务，双方以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拆

借资金以协议价进行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没有损害公司

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华众车载发生的日常交易是因产品专业优势互补的关

系，进行采购和销售的日常关联交易，可以更好地利用公司资源。交易以市场价

格作为作价依据，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宁波车门、公主岭顶棚与宁波华乐特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是材料

买卖，为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的半成品买卖行为，双方以相关产品的市场价

格进行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

方股东的利益。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华翔与江铃华翔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进行零部件半成

品采购、模具产品及汽车零部件销售，经营租赁以协议价进行交易，交易以市场

价格作为作价依据，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华翔酒店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是源于公司商务活动发

生餐饮住宿费用和租用华翔酒店场地用作为公司培训场地，发生培训相关服务费

用（如场地租赁酒店、住宿、餐饮等）费用所致。交易以市场价格为作价依据，

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与华翔拓新电子之间房屋租赁发生水电费用属日常开销，依据市场价格

定价，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公司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

冉泊”“宁波戈冉泊” “海外诗兰姆”等发生的日常交易为零部件采购和接受

服务、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厂房租赁和收付水电费，双方以市场价格作为依据，

约定协议价格进行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 

沈阳华翔与沈阳峰梅、沈阳ABC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交易为厂房租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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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价格进行。沈阳华翔与沈阳峰梅之间的水电煤费用均属于日常开销，以实

际开销费用为准，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发生采购和销售商品的交易，依据市场价格

定价，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劳伦斯与劳伦斯电子、劳伦斯表面技术的日常交易主要

是采购货物，属正常生产经营行为，双方以市场价格作为依据，约定协议价格进

行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 

公司的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我们同意宁波华翔与关联方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六、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交易情况 

公司目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有19家，分别是宁波井上华翔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宁波诗兰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宁波米勒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汽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华翔创

新（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宁波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镜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汽

车车门系统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德国华翔汽车零部件系统公

司、上海华翔哈尔巴克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智轩汽车附件有限公司、南昌华

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宁波华翔表面处理技

术有限公司、公主岭华翔汽车顶棚系统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哈尔巴克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日本华翔株式会社。 

   因为公司内部生产组织和工序流程的需要，存在母公司与上述子公司之间、

各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半成品的情况，所以母公司与上述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存

在销售商品或者采购货物的交易。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生产经营中的实际

需要参照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决定进行。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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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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