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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4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2022 年度拟与关联方开封河西汽车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封河

西”）、 武汉河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河达”）、重庆森迈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森迈”）、 苏州新中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新中达”）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以 2021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额 22,850.62 万元为基础，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

计划，预计 2022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4,396.52 万元。 

2022 年 1 月 1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关联方开封河西、武汉河达、重庆森迈、苏州新中达 2022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

交易金额不超过 14,396.52 万元。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陆小红、

徐晓平、徐勇、陈康仁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日常经营性关

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海南锦迪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陆小

红应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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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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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的实际情况，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22 年度预计

交易金额 

2021 年截至披露

日实际发生额（未

经审计）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开封河西 汽车饰件 市场价原则 3,600 万元 693.89 万元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武汉河达 汽车饰件 市场价原则 400 万元 0 万元 

向关联方

提供租赁

服务 

武汉河达 租赁 市场价原则 148 万元 151 万元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重庆森迈 汽车饰件 市场价原则 3,000 万元 4,701.39 万元 

向关联方

提供租赁

服务 

重庆森迈 租赁 市场价原则 12 万元 12 万元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苏州新中

达 
汽车饰件 市场价原则 7,000 万元 12,643.02 万元 

向关联方

提供租赁

服务 

苏州新中

达 
租赁 市场价原则 236.52 万元 236.52 万元 

合计 14,396.52万元 18,437.82 万元 

（三）上一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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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方

销售

商品 

开

封

河

西 

汽车

饰件 
693.89 万元 5,000 万元 0.58% -86.12% 

详见 2020 年 12

月 11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

经营性关联交

易的公告》

（20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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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

联方

销售

商品 

重

庆

森

迈 

汽车

饰件 

4,701.39 万

元 
5,000 万元 3.92% -5.97% 

详见 2021 年 7

月 19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2021-051） 

向关

联方

采购

商品 

重

庆

森

迈 

汽车

饰件 
340.58 万元 1,500 万元 0.28% -77.29% 

详见 2021 年 7

月 19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2021-051） 

向关

联方

销售

商品 

苏

州

新

中

达 

汽车

饰件 

12,643.02 万

元 

20,000 万

元 
10.54% -36.78% 

详见 2021 年 7

月 19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2021-051） 

向关

联方

采购

商品 

苏

州

新

中

达 

汽车

饰件 

4,320.74 万

元 
6,000 万元 3.6% -27.99% 

详见 2021 年 7

月 19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2021-051） 

向关

联方

提供

租赁

服务 

武

汉

河

达 

租赁 151 万元 150 万元 25% 0.67% 

详见 2020 年 12

月 11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

经营性关联交

易的公告》

（20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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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

联方

销售

商品 

武

汉

河

达 

汽车

饰件 
0 万元 800 万元 -100% -100% 

详见 2020 年 12

月 11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

经营性关联交

易的公告》

（2020-092） 

合计 
22,850.62 万

元 

38,450 万

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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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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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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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行业波动影响，较

难实现准确预计；而公司在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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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以上属于公司正常经

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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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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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开封河西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晓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970 万美元 

设立时间：2012 年 2 月 28 日 

注册地：开封市开发区汉兴路以南、六大街以东 

经营范围：汽车内外饰件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本公司产品；进出口及

其他相关配套业务。（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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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围经营） 

财务情况：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93,425,407.35 元，

净资产为 78,524,187.39 元；2021 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为 40,645,583.35 元，

净利润为-4,278,052.02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公司名称：武汉河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晓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000 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9 年 08 月 28 日 

注册地：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幸福园路 186 号 1 号厂房 A 区 

经营范围：汽车内外饰件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本公司产品。上述产品

相关模具的经营及其他相关配套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

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

后方可经营）。 

财务情况：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1,247,508.22 元，

净资产为 41,069,123.37 元；2021 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

-5,054,395.77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公司名称：重庆森迈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晓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60 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0 年 01 月 20 日 

注册地：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金地大道 9 号(工业园区内）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汽车零配件、摩托车零配件、机械零配件。（均不含

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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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情况：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50,973,239.59 元，

净资产-207,125.68 元；2021 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为 64,127,300.9 元，净利

润-18,850,547.64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公司名称：苏州新中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晓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000 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1 年 07 月 18 日 

注册地：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凤阳路 899 号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模具、五金制品、塑料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技术服务。销售：化工原料（化学危险品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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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945,880,017.64 元，净资产

98,717,878.38 元；2021 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为 227,282,992.44 元，净利润

-30,565,544.61 元。 

（二）关联关系 

开封河西、武汉河达系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徐晓平系公司副董

事长，因此，开封河西、武汉河达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对关联法人的规定。 

重庆森迈、苏州新中达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20 年 12 月，公司将其转让

给海南杨氏家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氏投资”）或其关联方。在过

渡期内，为避免同业竞争，杨氏投资将该两公司业务及资产经营管理权全权委托

公司统一管理。重庆森迈、苏州新中达系杨氏投资的下属孙公司，杨氏投资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重庆森迈、苏州新中达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6.3.3 条对关联法人的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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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开封河西、武汉河达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

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付款及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双

方交易合同均有效执行。 

关联方重庆森迈、苏州新中达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0 年 12 月，公司将其转让给杨氏投资或其关联方。在过渡期内，为避免同业

竞争，杨氏投资将该两公司业务及资产经营管理权分别全权委托公司统一管理；

公司生产产品后，按照与客户协商的销售价格销售给重庆森迈或苏州新中达，再

由重庆森迈或苏州新中达向客户进行销售。由于重庆森迈、苏州新中达全权委托

公司统一管理，上述交易均可以得到有效执行。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双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参照市场价定价； 

2、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3、结算方式：双方按公司与其他独立第三方结算方式进行结算。 

4、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本次交易尚未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待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实际销售需要签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开封河西、武汉河达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公

司与重庆森迈、苏州新中达系业务过渡期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随着供应商资

质变更至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后续将逐步减少。 

上述关联交易都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定

价合理，没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及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同时，该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

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及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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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 2022 年度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对当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估，

所预计的关联交易均是因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产生的正常业务往来而

发生，有利于公司当期拓展业务、增加业务收入；而公司与重庆森迈、苏州新中

达之间的交易系股权转让后业务过渡期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随着供应商资质

变更至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后续将逐步减少。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客观公允，在有效管理控制和充分披露情况下，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及规范运作的问题。因此，

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

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对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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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 2022 年度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对当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估，

所预计的关联交易均是因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产生的正常业务往来而

发生，有利于公司拓展业务、增加业务收入，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客观公允，没有

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及规范运作的问题。本次

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是在

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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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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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名称：苏州新中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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