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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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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预计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预计关联交易为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因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安装工程等服务、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住宿、餐饮、门票、会务等服务而形成的日常性交易。2021 年 1-11 月，

公司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329.83 万元，未超过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总额。公司预计 2022 年度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560 万元。 

上述关联方包括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

司、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

联董事张海林、陈健富回避表决，该议案经非关联董事全体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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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超过

3,000 万元且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2 年度预计金额

（万元） 

2021 年 1-11 月实际

发生金额（万元） 

日常经

营相关 

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园林绿化、安装

工程等服务 

市场定价 

860 59.16 

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 20 17.08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

开发有限公司 
100 0 

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

责任公司 
200 117.47 

小计 - - 1,180 193.71 

日常经

营相关 

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住宿、餐

饮、门票、会务

等服务 

市场定价 

50 0 

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 300 135.34 

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

公司 
10 0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

开发有限公司 
20 0.79 

小计 - - 380 136.12 

合计 - - 1,560 329.83 

说明： 

1、上述 1,560 万元关联交易总额为公司 2022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在预计各

类关联交易总额未突破的前提下，相同关联交易内容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金额可实现内部调

剂。 

2、2021 年 1-11 月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未经审计，实际数据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三）公司 2021 年度预计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总体执行情况将在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关联人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勇；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1 年 5 月 26 日；住所：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

崖州大道 225 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酒店管理。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385,407 万元、净资产 48,629 万元，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0,405 万元、净利润 25,622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389,141 万元、净资产 64,022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4,551 万元、净利润 15,51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艺林担任董事的企业，该

关联法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公司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目前不存在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

能性，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4、经查询，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锡辉；注册资

本：500 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12 年 08 月 30 日；住所：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

榆亚大道四季海庭酒店；经营范围：酒店管理、物业管理、餐饮管理。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301.86 万元、净资产-4,435.99 万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90.61 万元、净利润-566.75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625.69 万元、净资产-4,991.64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

现营业收入 2,093.96 万元、净利润-555.6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张艺林控制的其他

企业，该关联法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

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较为丰富的餐饮服务经验。本公

司不存在支付餐饮、住宿违约问题。 



4、经查询，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

锡辉；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06 日；住所：海

南省三亚市海棠区湾坡村湾坡路与 C2 路入口处 200 米右侧；经营范围：旅游项

目的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园林工程，酒店开发，花木、苗圃培育与销售，餐饮

业，娱乐业经营（不含有奖电子游戏），书画装裱，食品、饮料、旅游商品的经

营销售，文化教育，科普知识教育，农业类，影视类，畜牧业，医疗服务，特色

工艺品开发与销售（不含珠宝、水晶、珍珠、翡翠、玳瑁、竹炭、砗磲、红珊瑚）。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54,573.42 万元、净资产-15,092.41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44.08 万元、净利润-4,878.57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54,129.64 万元、净资产-17,728.92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83.55 万元、净利润-2,636.5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张

艺林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该关联法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目前不存在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

账的可能性。 

4、经查询，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海军；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08 年 07 月 08 日；住所：三亚市

荔枝沟国营南新农场办公楼；经营范围：土地开发与经营，房地产开发及房产销

售与租赁，酒店投资与管理（以上项目仅限筹建）；商业贸易，娱乐服务（不含

电子娱乐、歌舞厅），投资咨询，建筑装饰及材料销售，工程设计与技术咨询，

室内外装饰装潢，兴办各类实业。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481,734.21 万元、净资产 33,323.31 万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9,278.52 万元、净利润 26,865.69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468,725.17 万元、净资产 44,439.64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4,480.49 万元、净利润 14,072.9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董事长张海林先生担任董事的

其他企业，该关联法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

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目前不存在向公司支

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4、经查询，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锡辉；注册资本：

7,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4 年 5 月 21 日；住所：海南省三亚市南边海

路半岛龙湾公寓 2 号楼 1-3 单元；经营范围：酒店经营与管理，旅馆业、商务中

心，小卖部，饮料、烟、酒、糕点销售，餐饮业，娱乐中心，桑拿 SPA，水上娱

乐项目开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4,641.08 万元、净资产 4,093.27 万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77.81 万元、净利润-2,906.72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4,477.15 万元、净资产 4,021.51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

现营业收入 185.21 万元、净利润-2,978.4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张艺林控制的其他企

业，该关联法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

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以往履约情况良好，具有较为丰富的

餐饮服务经验，具有较强履约能力。本公司也不存在支付餐饮、住宿违约问题。 



4、经查询，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铎；注册

资本：22,52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24 日；住所：海南省三亚

市海棠区弯坡村湾坡路与 C2 路入口处 200 右侧；经营范围：旅游文化项目的开

发、建设、经营和管理，文化艺术交流和策划，旅游商品、工艺美术品的形象设

计、生产与加工，大型旅游、文化、歌舞活动的演出及策划，票务销售，餐饮服

务与管理、海鲜销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0,118.11 万元、净资产 9,629.27 万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6.70 万元、净利润-1,632.00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7,593.63 万元、净资产 8,467.59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

现营业收入 32.65 万元、净利润-1,161.6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张艺林先生

控制的其他企业，该关联法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以往履约情况良好，具有较为丰富的

餐饮服务经验，具有较强履约能力。本公司也不存在支付餐饮、门票违约问题。 

4、经查询，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结算方式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方式 

1、公司向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三亚

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园林绿化、安装工程等服务，其价格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2、公司接受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三亚

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住

宿、餐饮、门票、会务等服务，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并结合本市旅游周期性



特点确定。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均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

基础并经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交易价格，签订相关关联交易协议。任何一方不

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及结算方式 

1、公司将分别与上述关联方签订相应的《园林绿化施工合同》、《园林绿

化设计合同》、《园林绿化养护合同》、《安装工程合同》、《餐饮住宿服务协

议》等合同。 

2、上述交易均按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进行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且关联交

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确定的，定价方式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章程》和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交易双方也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

信用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因此导致公司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遵循了

客观、公平、公允原则，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审核并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而进行的，并

经管理层充分论证和谨慎决策。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遵

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因关联交易而在业务上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原则，上述关联交

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

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