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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9               证券简称：云图控股               公告编号：2022-040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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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22 年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关联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成都轻松益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轻

松益家”）采购软件等产品并接受服务以及向其销售酒等产品，预计交易金额不

超过 55 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0.17 万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其参股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 

（1）与吉林盐业集团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盐业运销”）及其指定

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益盐堂制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益盐堂公司”）拟

向吉林盐业运销及其指定的关联方（与其受同一关联人控制的关联方）销售食用

盐，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400 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893.30 万

元。 

（2）与东港市东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盐化工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益盐堂公司拟向东盐化工公司租赁厂房及采购暖气，预

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54 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145.61 万元。 

（3）与荣成凯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成凯普公司”）的关联交

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荣成益新凯普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新凯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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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拟向荣成凯普公司租赁厂房及采购蒸汽、水、电等，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8 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16.45 万元。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广东益盐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益

盐堂公司”）出租设备以及接受其提供的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08.50 万元，

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39.07 万元。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公司共有董

事 7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7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关联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因董事宋睿

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牟嘉云女士系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两位董事

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5 名董事表决结果如下：以 5 票通过，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实际控

制人关联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其参股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表决结果如下：以 7 票

通过，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其

参股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表决结果如下：以 7 票

通过，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735.50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39%（按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448,252.89 万元计），

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故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

会也发表了同意意见，内容详见 2022 年 4 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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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金额 截至披露 上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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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原则 或预计金额 日已发生

金额 

金额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服务 

成都轻松益家 
采购软件等并接

受服务 
参考市价 不超过 35  0.10 

广东益盐堂公司 接受服务 参考市价 不超过 100  30.29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成都轻松益家 销售酒等 参考市价 不超过 20  0.07 

吉林盐业运销及其

指定关联方 
销售食用盐 参考市价 不超过 1,400 274.65 893.30 

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和动力 

东盐化工公司 采购暖气 参考市价 不超过 4  2.75 

荣成凯普公司 
采购蒸汽、水、

电等 
参考市价 不超过 2 0.32 0.79 

向关联人租赁

厂房 

东盐化工公司 租赁厂房 参考市价 不超过 150 71.43 142.86 

荣成凯普公司 租赁厂房 参考市价 不超过 16  15.66 

向关联人出租

设备 
广东益盐堂公司 出租设备 参考市价 不超过 8.50  8.78 

合计      不超过 1,735.50 346.40 1,0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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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关联方提

供服务 

成都轻松益家 
采购软件等并接受

服务 
    0.10  不超过 10 100.00% -99.00% 

不适用 

广东益盐堂公司 接受服务     30.29  不超过 100 100.00% -69.71%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 

吉林盐业运销及其

指定关联方 
销售食用盐   893.30  不超过 1,200 30.55% -25.56% 

成都轻松益家 销售酒等     0.07  不超过 2 0.02% -96.50% 

贵州省遵义市泮水

煤业有限公司 
销售酒等    12.48  不超过 16 3.68% -22.00% 

向关联方采购

原料及燃料动

力 

荣成凯普公司 

采购电     0.24  不超过 0.9 100.00% -73.33% 

采购蒸汽     0.49  不超过 0.9 100.00% -45.56% 

采购水      0.07  不超过 0.2 100.00% -65.00% 

东盐化工公司 采购暖气     2.75  不超过 4 100.00% -31.25% 

向关联方租赁

厂房 

荣成凯普公司 租赁厂房    15.66  不超过 16 100.00% -2.13% 

东盐化工公司 租赁厂房   142.86  不超过 150 100.00%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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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方出租

设备 
广东益盐堂公司 出租设备  8.78  不超过 10 100.00% -12.20% 

合计 - - 1,107.09  不超过 1,510 - -26.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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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不超过 1,510 万元，实际

发生额为 1,107.09 万元，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

生金额均未超过预计金额，但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相比减少

26.68%。 

差异说明：公司与关联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

开展情况和实际市场需求进行的初步判断，以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

金额进行预计，额度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在业务实际开展过程中，

受市场环境、需求变化、计划调整等影响，部分年初预计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未发生或未完全执行，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

较大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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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距主要是市场情况和需求变化所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各类关

联交易均按照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交易定价均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注：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召开的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

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总经理办公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 

资本 

（万元） 

法定 

代表

人 

经营范围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 

成都轻松

益家电子

商务有限

公司 

中国（四川）自

由贸易试验区

成都高新区世

纪城路 198 号

附 5208 号 3 层 

1,000 
刘 臻

福 

网上贸易代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不含气球广告）；软件开发；网络

技术开发；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并提供技术

咨询；商务咨询（不含投资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商标代理、版权代理；机械设

备与电子产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建材

（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文体用

品（不含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

版物）、通讯设备及器材（不含无线广播

电视发射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化妆品、

日用品、家具、工艺美术品、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

家用电器、玩具、汽车零配件、仪器仪表、

塑料制品、玻璃制品、蔬菜、水果、花卉；

票务代理。 

成都轻松益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宋睿

之妻张红宇的控股子公司，张红宇为公

司的关联自然人，成都轻松益家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成都轻松益

家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 

吉林盐业

集团运销

有限公司 

长春市朝阳区

隆礼路 35 号 
1,000 

张 吉

龙 

食盐批发（食盐批发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盐包装物、粮油、化工

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工业盐、食盐

吉林盐业运销、东盐化工公司系辽宁益

盐堂公司的参股股东，分别持有辽宁益

盐堂公司 20%、8%的股权。按照实质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22768503-c2313974143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22768503-c231397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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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饲料添加剂氯化钠批发、零售；

食品经营（预包装食品）；酒、饮料及茶

叶零售、批发；利用互联网销售食品及日

用品。 

重于形式的原则，公司审慎判断吉林盐

业运销、东盐化工公司为辽宁益盐堂公

司的关联方。 

3 

东港市东

盐化工有

限公司 

辽宁省丹东市

东港市新兴区

虹桥路 8 号 bg

室 

760 
孙 传

武 

销售：化工产品、饲料添加剂氯化钠；生

产、销售：海水晶、融雪剂、工业盐；房

屋租赁，货物仓储。 

4 

荣成凯普

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荣成市寻山街

道办事处青鱼

滩村 

5,800 
李 新

宁 

褐藻酸钠、工业用碘、甘露醇及海藻制品

生产销售，肥料的研发、生产、销售，经

营备案范围内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荣成凯普公司系益新凯普公司的参股

股东，持有益新凯普公司 30%的股权。

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公司审慎判

断荣成凯普公司为益新凯普公司的关

联方。 

5 

广东益盐

堂供应链

管理有限

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

荷城街道兴创

路 28 号（厂房

A） 

1,500 
陈 伟

强 

仓储物流、劳务中介服务（不含劳务派

遣）、广告策划、包装设计、市场调研、

产品研发、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与开发、

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广东益盐堂公司系公司的联营企业，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相关规定，

公司审慎判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广

东益盐堂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二）关联方财务状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关联方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成都轻松益家  6,936.89   159.19   42.18   -12.31  

2 吉林盐业运销 12,432.70 2,248.56 9,440.62 397.50 

3 东盐化工公司 1,013.84 726.08 186.87 32.06 

4 荣成凯普公司 4,884.56 -2,060.11 96.42 -703.09 

5 广东益盐堂公司 1,406.31  -304.01  879.14  -1.16  

（三）履约能力说明 

上述关联方均为依法注册成立、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长期与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履约能力。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 

2022 年度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735.50 万元，系根据正

常经营往来确定，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

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和实际交易中的定价惯例，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其中销售

和采购价格以公司与无关联第三方同类交易的市场平均价格为基础，厂房租金以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77801942-c41382350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77801942-c41382350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85223544-c1213441216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85223544-c1213441216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48024956-c2986898062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48024956-c298689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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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房屋租赁市场价作为参考价。 

（二）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协议，将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原则，

由双方根据业务发展实际进程签署合同进行交易。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企业、公司参股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和日常业务开展、稳定经营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行

为。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其参股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厂房租赁及食用

盐产品销售的行为，是其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在当前市

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公司与各盐业公司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食用

盐市场份额，因此不可避免与其参股股东（盐业公司及其指定的关联方）发生关

联交易，其交易价格均结合市场定价由双方协商约定结算。 

（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确

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述关联交易定价结算办法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

风险可控，不存在利益输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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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司相对于各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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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方股权结构若无重大变化，公司与其发生的

相关关联交易或将持续。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预计的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并在公平、公正、

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定

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而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综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就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 2022 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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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预计，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和持续

经营能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公

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

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相关业务开展的

需要，对公司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按照市场价格执行，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关联董事根

据相关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同意《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年度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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