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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3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21－020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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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满足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

司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降低生产经营成

本，公司在 2021 年度拟与部分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

2020 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不超过 42,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表决结果：4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关联董事邱亚夫先生、苏晓女士、杜元姝女士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3、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山东如意毛纺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济宁如意进出口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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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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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料 

伦普利澳大利亚有

限公司 

采购羊毛、毛

条 
协议价 5,000.00   4,252.82  

德国派纳有限公司  采购里辅料  协议价 600.00   586.78  

银川瑞纳服饰有限

公司 
采购毛织物  协议价 500.00   118.48  

新疆如意时尚服装

有限公司 
采购面料 协议价 200.00  11.00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采购羊毛、毛

条 
协议价 1,000.00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采购棉纱 协议价 5,000.00   4,326.66  

小计   12,300.00   9,813.71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动

力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电费 市场价 2,000.00  315.46  1,520.58  

温州庄吉集团工业

园区有限公司  
电费 市场价 300.00  24.91  151.00  

小计   2,300.00  340.37  1,671.58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协议价 20,000.00  2,774.10  30,177.13  

恒成国际发展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协议价 1,000.00    

广州路嘉纳服饰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协议价 1,000.00  15.99  234.62  

法国 SMCP S.A 销售商品 协议价 1,400.00   210.02  

济宁如意家纺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协议价 150.00   68.36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

社 
销售商品 协议价 50.00  0.02  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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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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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伦普利澳大利

亚有限公司  

采购羊

毛、毛条 
4,252.82  5,000.00  14.78% -14.94% 

详见巨潮资

讯网 2020 年

5 月 28 日披

露的《关于

2020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2020-020）、 

 

新疆鲁意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面料 61.59   0.21%  

银川滨河如意

服装有限公司  
加工费 528.97  2,000.00  1.84% -73.55% 

银川瑞纳服饰

有限公司 

采购毛织

物 
118.48  1,000.00  0.41% -88.15% 

小计  4,961.86  8,000.00  17.24%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山东如意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电费 1,520.58  2,000.00  90.97% -23.97% 

温州庄吉集团

工业园区有限

公司 

电费 151.00  300.00  9.03% -49.67% 

小计  1,671.58  2,300.00  100.00%  

向关联人
山东如意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177.13  30,000.00  38.38% 0.59% 

北京瑞纳如意时尚

商贸有限公司济宁

分公司 

销售商品 协议价 40.00  0.31  20.56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技术咨询 协议价 2,000.00  660.38  1,981.13  

小计   25,640.00  3,450.80  32,728.38  

房屋租

赁 

温州庄吉服装有限

公司 
租赁费 协议价 60.00  20.00 60.00  

温州庄吉集团工业

园区有限公司  
租赁费 协议价 200.00  66.67  200.00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租赁费 协议价 1,500.00  297.25  891.74  

小计   1,760.00  383.92  1,1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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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

品、商品 

德国派纳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586.78  2,000.00  0.75% -70.66% 

广州路嘉纳服

饰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4.62  1,000.00  0.30% -76.54% 

伊藤忠商事株

式会社 
销售商品 36.56   0.05%  

北京瑞纳如意

时尚商贸有限

公司济宁分公

司 

销售商品 20.56   0.03%  

济宁如意家纺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8.36  150.00  0.09% -54.43% 

法国 SMCP 

S.A. 
销售商品 210.02  1,400.00  0.27% -85.00% 

北京如意时尚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8.85  0.01%  

小计  31,342.88  34,550.00  39.88%  

温州庄吉服装

有限公司 
租赁费 60.00  60.00  5.21%  

温州庄吉集团

工业园区有限

公司 

租赁费 200.00  200.00  17.36% 0.00% 

山东如意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费 891.74  1,000.00  77.43% -10.83% 

小计  1,151.74  1,260.00  100.00%  

技术咨询

服务 

山东如意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咨询

服务费 
1,981.13  2,000.00  100.00%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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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

预计总金额，但低于预计总金额 20%以上。主要原因为公司与关联

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基于公司实际业务发展需要，在进行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从控制各项关联交易的总规模方面进行考

虑，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预计，受

市场环境影响及公司实际运营情况影响，导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金额较预计金额存在差异，实际发生金额少于全年预计金额。上

述差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今后公司将加强日常关联交易的管理，在确保

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其预计发生额相对较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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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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公司经营发展的顺利进行以及提高运营效率，公司在预计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额度时，按业务拓展上限进行预计，受市场环境

影响及公司实际运营情况影响，导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

预计金额存在差异，实际发生金额少于全年预计金额。经核查，公

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亚夫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5,406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济宁高新区如意工业园 

经营范围：纺织品、服装和服饰的设计、生产、销售；棉、化纤纺织及印

染精加工；棉花、羊毛及其他纺织原料辅料的收购、加工及销售；股权投资；

企业投资管理(管理有投资关系的企业)；销售本公司产品；服装、服饰、家用纺

织品的批发、佣金代理、进出口及零售业务；能源技术研发；对发电项目的建

设、运营、管理、技术咨询和服务；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

动；机器设备的进出口业务；劳保用品、医用防护口罩、医用防护服、医用隔

离鞋、医用隔离鞋套、医用隔离面罩、医用隔离眼罩、医用手套、一次性医用

防护服、手术帽、隔离衣、医用帽、医疗器械生产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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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的资产总额为 7,236,910.42 万元，净资产为

3,151,331.75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1,861,949.43 万元，净利润为 60,109.93

万元。（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意科技”）为公司

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23.12%股份，且本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邱亚夫先生

同时担任如意科技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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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伦普利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亚夫 

注册资本：3.1 万美元 

住 所 ： PITCHERPARTNERS ， LEVEL19 ， 15WILLIAMSTREET ，

MELBOURNE,VIC3000 

经营范围：羊毛条及羊毛初级产品的贸易、交易。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252,014.36 千澳元，净资产为 17,154.65

千澳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372,444.20 千澳元，净利润为 5,637.07 千澳元。

（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伦普利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为如意科技孙公司。 

（3）德国派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鱼建华 

注册资本：100 万欧元 

住所：德国威廉港 

经营范围：服装服饰的销售、批发、仓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1,225 万欧元，净资产为 659 万欧元，

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621 万欧元，净利润为 71 万欧元。（注：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关联关系：德国派纳有限公司为北京如意时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如意投资”）的控股子公司，持有其 84%的股权。 

（4）银川瑞纳服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晓露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宁夏银川滨河新区如意街水润路滨河如意工业园  

经营范围：各类服装、袜子、针织内衣、毛衫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国内外

销售；服装原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不含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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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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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的资产总额为 10,480.45 万元，净资产为 2，022.26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696.11 万元，净利润为 52.14 万元。（注：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如意投资全资子公司株式会社如意瑞纳日本持有银川瑞纳服饰

有限公司 16.67%股份。 

（5）新疆如意时尚服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韦节彬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新疆石河子市工三区西三路 65-3 号 

经营范围：纺织品、服装、服饰、鞋帽、纺织机械及配件、纺织原料及辅

料的加工与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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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169.91 万元，净资产为 40.56 万元，

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529.11 万元，净利润为 40.56 万元。（注：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关联关系：新疆如意时尚服装有限公司为如意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6）温州庄吉集团工业园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震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平阳县昆阳镇平瑞路 586 号 

经营范围：服装、皮鞋、领带、服饰配件、纺织品、针织品、日用百货的

制造和销售；技术开发、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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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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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10,506.39 万元，净资产为 10,484.48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366.93 万元，净利润为 81.65 万元。（注：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温州庄吉集团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为如意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7）恒成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亚夫 

注册资本：19,460 万美元 

住所：香港九龙尖沙咀帝国中心  

经营范围：经营服装、纺织品、纺织机械设备、零配件、纺织原料、器材

和纺织相关产品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630,104.09 万元，净资产为 348,143.11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44,302.99 万元，净利润为 103,342.50 万元。（注：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恒成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为如意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8）广州路嘉纳服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加民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南堤二马路 34 号 603 房 

经营范围：服装批发；鞋批发；箱、包批发；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

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零售；服装辅料零售；鞋零售；箱、包零售；钟表

零售；时装设计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品

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3,616.78 万元，净资产为 1,065.27 万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230.52 万元，净利润为 98.76 万元。（注：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广州路嘉纳服饰有限公司为如意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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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法国 SMCP S.A. 

注册资本：82,222 千欧元 

住所：巴黎艾蒂安-马塞尔路 49 号 

经营范围：购买，持有，转让，管理公司股份等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2,412.3 百万欧元，净资产为 1，095.3

百万欧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873 百万欧元，EBITDA 为 179.6 百万欧元。 

关联关系：如意投资实质控制的公司  

（10）济宁如意家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济宁高新区嘉达路 1 号 

经营范围：纱、坯布、漂白布、印染布、服装、纺织品、劳保用品、床上

用品、巾被、针织品、窗帘的生产、销售；纺织原材料、卫生用品、医疗器械

的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及

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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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的资产总额为 179,866.07 万元，净资产为 28,426.03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10,699.50 万元，净利润为 82.56 万元。（注：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为如意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11）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岡藤正広 

注册资本：253,448 百万日元 

住所：大阪府大阪市北区梅田 3 丁目 1 番 3 号 

经营范围：纺织、车辆、船舶、航空器、电子、机械、信息、通讯等相关

业务，金属、石油等能源相关业务，烟、盐、饮料等生活材料用品，化工品、

粮食、食品等各种商品的进出口及国外贸易，损害保险代理业务、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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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业务、房地产买卖、仓库业务及与此相关联的各种附带业务。  

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11,125,762 百万日元，净资产为

3,059,628 百万日元，2020 年 4-12 月营业收入为 7,591,150 百万日元，净利润为

393,149 百万日元。（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为如意科技集团的股东，持有其 11.72%的

股权。 

（12）北京瑞纳如意时尚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银 

注册资本：210,000 万日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慧忠路 5 号 21 层 C2101 

经营范围：服装、服饰、鞋帽、箱包、钟表、眼镜、办公用品、家居用品、

玩具、首饰、日用品的批发、零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进出口（不涉及

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

续）；服装设计；软件开发，租赁计算机、通讯设备；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

客车)；企业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

商标代理；版权代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9,182.29 万元，净资产为 4,752.36 万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136.56 万元，净利润为 25.56 万元。（注：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如意投资的控股子公司，持有其 85.71%的股权。 

（13）温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震 

注册资本：312.56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括苍东路 128 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服装、领带、裘皮服装、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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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605.16 万元，净资产为 595.32 万元，

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60 万元，净利润为 22.54 万元。（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温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为如意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2、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各关联方财务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

资信良好，是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履约能力较强，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

合同约定，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极小。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销售产品的价格确定标准为市场价。  

（二）采购业务 

公司通过关联方采购原辅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

的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公司向如意科技采购工业用电，交易价格严格按照电业局对如意科技的同

等价格执行。 

（三）设备、厂房租赁 

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确保了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

性和安全性，上述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上述关联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

可控，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

等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没有

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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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并查阅相关文件，了解相关情况。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内

容和金额是公司 2021 年度生产经营所必要的，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

商确定，其定价依据公允、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时，关

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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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

们事先审核了公司预计的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2021年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生产经营过程中必然发

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长期

稳定运行发挥积极作用。公司与关联人的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协商一致

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

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进行了回避，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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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