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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7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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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1 年度，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控股、全

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利欧浙泵”）、利欧集

团湖南泵业有限公司（“湖南泵业”））拟向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相荣及

其一致行动人王壮利控制的企业浙江利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全资子公

司（包括但不限于浙江利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欧环境”）、浙江

利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利欧环保”）、台州利欧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利

欧新材料”）、浙江利欧水务科技有限公司（“水务科技”））销售和采购产品，

接受或提供劳务。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相荣和王壮利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事前表示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

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交易对方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年预计

交易额上限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日已发生

关联交易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销售 

利欧控股及下

属子公司 

包括泵、配件

等产品及其他

零星物资，劳

市场定价 3,000 71.30 673.93【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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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厂房出租 

向关联人

采购 

包 括 供 水 系

统、配件等产

品及其他零星

物资，劳务 

市场定价 3,000 0 3,127.74【注】 

注：上述金额未超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人基本情况 

（1）浙江利欧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浙江利欧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7 年 06月 21日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滨海镇东楼村利欧路 2号 

注册资本：10,369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浙江利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出资比例 100% 

经营范围：水处理技术开发、推广服务；变频供水系统设备及配件设计、

安装；变频供水系统设备及配件、自来水生产专用设备、安全、自动化监控设

备、污水提升设备、隔油设备研发、制造、销售；雨水的收集、处理、利用；

物联网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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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水务科技总资产 53,285,407.37 元，净资产

-3,146,285.74元。2020 年，水务科技实现营业收入为 0，净利润-2,533,390.90

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浙江利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浙江利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0 年 10月 19日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 1号 

注册资本：10,369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浙江利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出资比例 85.00% 

经营范围：变频供水系统设备及配件、智能无负压供水系统设备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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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设备、自来水生产专用设备、安全、自动化监控设备、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自动化设备、水质污染防治设备、污水处理设备、雨水的收集、处理、利

用设备、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其他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电力电子元

器件、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研发、制造、销售；工程勘

察设计；土木工程建筑设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

工；金属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金属制日用品、仪器仪表、玻璃

钢制品、管道、阀门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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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利欧环境总资产 110,170,408.73 元，净资产

150,963.06 元。2020 年，利欧环境实现营业收入 42,462,458.02 元，净利润

-1,065,475.99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3） 浙江利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浙江利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6 年 08月 24日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第四街 2号 

注册资本：10,369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浙江利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出资比例 90.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

造）；纺织专用设备销售；纺织专用设备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

纺织制成品销售；生活垃圾处理装备制造；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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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

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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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利欧环保总资产 245,637,420.81 元，净资产

-3,644,257.90元。2020年，利欧环保实现营业收入 20,462,459.55 元，净利润

-15,192,494.63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4） 台州利欧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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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台州利欧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7 年 11月 30日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第四街 2号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浙江利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出资比例 85.00% 

经营范围：环保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高性能膜材料研发、销售；膜材料

及膜组件（不含危险化学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技术研发、制造、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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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利欧新材料总资产 4,833,618.35 元，净资产

3,838,217.32元。2020年，利欧新材料实现营业收入 3,309,734.51 元，净利润

3,602,208.25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浙江利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相荣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王壮利先生控股的企业，利欧环境、利欧环保、利欧新材料和利欧

水务均为浙江利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王相荣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持有利欧股份股票 637,387,033 股，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王壮利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持有利欧股份股票 503,903,819 股，是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相荣的一致行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利欧环境、利欧环保、利欧新材

料和利欧水生态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利欧环境、利欧环保、利欧新材料和利欧水务均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

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定价为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

定。 

2、关联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日常经营中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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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的市场价格与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经营性往来，且占公司销售收入的比重较

低，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公允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情况，也不存在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

需，在市场化运作方式下，交易定价根据公平、公允原则并参考市场价格，定价

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对该事项无异议，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出席会议和表决该议案。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属于日常业务范围。公司对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合

理。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公

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 

（2）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王相荣、王壮利回避了表

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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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