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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浙江大胜达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胜达”、“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暨2020年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大胜达本次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本次预计

金额
注1 

本年年初

至3月底与

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

额 

前次实际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购

买水电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

限公司 
代垫水电

费 
市场价 1,000.00 208.05 791.36 

向关联人采

购物流 
杭州胜商物流有限

公司 
物流运输 市场价 800 178.18 656.58 

向关联人承

租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

限公司
注2 

房产租赁 市场价 500 81.94 327.77  

杭州胜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注3 

房产租赁 市场价 550 113.56 490.41 

小计   1,050.00 195.5 818.18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山东新胜颜料化工

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 200 35.31 131.21 

胜达集团江苏开胜

纸业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 600 69.73 424.32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

份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 90 0 50.07 

浙江胜达祥伟化工

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 100 19.74 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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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990 124.78 691.17 

合计 3,840.00 706.51 2,957.29 

注1：本次预计金额的时间期间为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 

注2：与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租赁金额包含厂房租赁、宿舍租赁及仓库

租赁三块。其中，厂房租赁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单独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厂房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9-

045），未再在前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体现；宿舍及仓库租赁已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为80万元，实际发生金额为68.12万元。 

注3：与杭州胜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单独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办公用房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004），未再在前

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体现。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
注1 

前次实际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
注2 6,000.00  2,455.75 

向关联人购买水电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 1,000.00 791.36 

向关联人承租房屋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
注2 80.00 68.12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杭州胜商物流有限公司 800.00 656.58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山东新胜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100.00 131.21 

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 600.00 424.32 

浙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 70.00 85.57 

小计 770.00 641.10 

向关联人销售材料 
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

注2 500.00 303.15 

小计 500.00 303.15 

合计 9,150.00 4,916.06 

注1：前次预计金额的时间期间为2020年3月1日起12个月内。 

注2：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已对外出售原纸资产，因此公司向其采购原

纸、出售材料（废纸）规模较预计下降较多，同时本年预计不再发生该类交易。 

注3：此处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的前次预计金额、前次实际发生金额仅包含原

宿舍及仓库租赁的关联交易金额，不包含厂房租赁部分。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一）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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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方能斌 

注册地址：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 

经营范围：气流纺纱、混纺纤维织造；销售：纸张（不含新闻凸版纸）、

油墨(除化学危险品)；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禁止的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

项目取得许可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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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述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制的法人组织。 

3、履约能力分析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2020年末资产总额为55,272.56万元，净资产

28,818.92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37,697.9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浙江

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资产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二）杭州胜商物流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3年5月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钟沙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原祥里村） 

    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

货）(以上经营范围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2、上述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胜商物流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制的法人组织。 

3、履约能力分析 

杭州胜商物流有限公司2020年末总资产为184.82万元，净资产为-109.05万

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626.7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杭州胜商物流有

限公司运行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三）杭州胜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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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1年07月28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方能斌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东方至尊国际中心1幢2002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上述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胜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间接控制的法人

组织。 

3、履约能力分析 

杭州胜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20年末总资产为72,551.33万元，净资产为

1,999.40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5,509.5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杭州

胜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四）山东新胜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新胜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27775285515M 

注册地址：山东莒南经济开发区西五路中段西侧 

法定代表人：王国峰 

注册资本：1,326.00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 5月 27日 

经营范围：颜料及中间体、涂料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经营

（国家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限制经营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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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东新胜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方聪艺的配偶戚跃明

直接控制的法人组织。 

3、履约能力分析 

山东新胜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2020 年末总资产为 24,528.25 万元，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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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0.81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36,095.4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东新胜颜料化工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五）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9年7月16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41,736.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林 

注册地址：射阳县黄沙港镇海港路28号 

经营范围：卫生用品类（卫生巾、卫生纸、卫生带、纸巾）制造、销售；

机制纸、高强瓦楞原纸（技术改造）制造、销售；纸、纸制品加工、销售；木质

素提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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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纸制品回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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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述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制的法人组

织。 

3、履约能力分析 

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2020年末资产总额为59,607.61万元，净资

产15,242.74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52,505.2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胜

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资产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

议。 

（六）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8年06月29日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方吾校 

注册地址：浙江省萧山区党山镇梅林村 

经营范围：各类出口商品包装，卷烟商标印刷，彩色胶印，彩印纸盒、纸

箱、高档纸制品、文具礼品，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外经贸部门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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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参股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末总资产为30,598.96万元，净资产为

26,088.43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17,198.2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浙

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七）浙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3年11月12日 

注册资本：2,228.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唐水江 

注册地址：萧山区浙江南阳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生产：颜料及中间体（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销

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2、上述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浙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间接控制的法人组

织。 

3、履约能力分析 

浙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2020年末总资产为44,737.68万元，净资产为

31,165.40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35,725.2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浙

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行为，交易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了公平、公

正、公允的定价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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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发生的交易，均为公司与各关联方之

间的经常性、持续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各关联方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日

常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等同时参考与其他第三方

的正常价格条件，因而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其交易行为未对公司主要业

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本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相关的董事会议案和

决议、监事会议案和决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2）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涉及的关联交易具备必要性和公允性，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

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上述事项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