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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16         证券简称：红蜻蜓        公告编号：2022-011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未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钱金波、钱帆、金银宽回避表决，会议以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2022 年公司预计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

易是正常的日常经营行为，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进行以及经营

业绩的稳定增长。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我

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进行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

避表决,该议案无需提交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

公允、合理，程序规范，董事会关联董事钱金波、钱帆、金银宽回避表决，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

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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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前次预计

金额

（元） 

实际发生金额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吕煜增 本公司向其销售商品 700,000 349,528.58 不适用 

缪彦挺 本公司向其租赁房屋 500,000 353,312.12 不适用 

上海红蜻蜓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向其租赁房屋 
7,500,000 3,974,654.57 不适用 

永嘉驰鑫实业有

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温州

尚佳鞋革产业链服务有

限公司从其租赁厂房 

5,100,000 4,494,778.46 不适用 

南海公学（深

圳）教育有限责

任公司 

向本公司提供劳务 1,800,000 222,985.96 不适用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次预计金额

（元）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吕煜增 本公司向其销售商品 500,000 349,528.58 不适用 

林才俊 本公司向其销售商品 500,000 394,145.16 不适用 

缪彦挺 本公司向其租赁房屋 500,000 353,312.12 不适用 

上海红蜻蜓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向其租赁房屋 3,500,000 3,974,654.57 不适用 

永嘉驰鑫实业有限

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向

其租赁厂房 

5,100,000 4,494,778.46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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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红信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向本公司提供咨询服

务 

800,000 1,435,529.61 新增咨询服务 

浙江慧中教育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向其销售商品 

200,000 251,951.28 不适用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 与公司的关系 

吕煜增 自然人股东、公司董事金银宽配偶的兄弟 

林才俊 自然人股东、公司董事金银宽近亲属 

缪彦挺 实际控制人钱金波的姐姐钱秀芬之丈夫 

上海红蜻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钱金波控制的公司 

永嘉驰鑫实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控股股东缪彦挺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钱金波近亲属 

温州红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钱金波存在重大影响的公司 

浙江慧中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钱金波控制的公司 

 

（一）上海红蜻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蜻蜓企业管理”） 

成立于 2004年 4月 22日，注册资本 500 万元，实缴资本 500万元，企业性

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钱金波，住所为上海市长

宁区临虹路 128弄 6 号 102室，主要股东为钱金波（持股 60%）、钱帆（持股 40%），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销售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计算机及配件，自有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商务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红蜻蜓企业管理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65,881,552.33 元，净资产

-26,458,686.50 元，2021 年营业收入 4,492,218.05 元，净利润-3,037,751.53

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永嘉驰鑫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7年 6月 20日，注册资本 500 万元，实缴资本 200万元，企业性

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李忠华，住所为浙江省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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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永嘉县瓯北街道和一村，主要股东为缪彦挺（持股 50%）、李忠华（持股 25%）、

郑文德（持股 25%），经营范围：服装、游乐设备、游乐设施、教具、玩具、童车、

童床、木制品、体育用品、塑料制品、橡塑胶制品、教学仪器、教学设备、音乐

器材、交通橡胶制品、办公用品、家具、日用百货、五金制品、模具、鞋帽、服

装辅料、皮革制品、阀门、电器、工艺饰品生产、销售；设备租赁；网络科技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展示展览设计、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

告业务；教学实验室设备及相关技术研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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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嘉驰鑫实业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71,206,539.72 元，

净资产 474,915.34 元，2021 年营业收入 9,575,690.25 元，净利润 411,911.85

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温州红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信企业管理”） 

成立于 2019年 1月 15日，注册资本 100 万元，实缴资本 100万元，企业性

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吴非，住所为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

道会展路 1268、1288 号世界温州人家园 1号楼(温州市金融集聚区 12-06地块 A

幢)901-2 室，主要股东为上海信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5%）、永嘉东

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35%），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

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人

才咨询，知识产权代理，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从事计算机

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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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信企业管理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4,454,899.18 元，净资产-

21,090.16 元，2021 年营业收入 7,580,673.86 元，净利润 400,427.70 元。（上

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浙江慧中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中教育”） 

成立于 2019年 10月 29日，注册资本 68,000万元，企业性质为其他有限责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钱金波，住所为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三江街道三江商务区

中心大道(温州慧中公学幼儿园有限公司内)，主要股东为永嘉东引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持股 57%）、鸿鑫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30%）、伯特利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 10%）、永嘉互利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3%），经营范围：教育软件研发、销



 5 

售；教育产业、文化产业、科技产业开发；企业资产重组、收购、兼并的咨询服

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企业形象策划;室内装潢;从事计算机网

络技术领域及办公设备领域的技术开发;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会务及展览展

示服务,企业管理,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销售,办公用品、文具、教学用具、

教学设备、玩具的销售,环境艺术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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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中教育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584,295,340.23 元，净资产

492,607,442.11元，2021年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2,705,724.68元。（上述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均为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约定的协议价，市场参考价格

由市场中公开的同类产品及服务的交易价格进行协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有着长期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经营管

理需要而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开、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

也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

响；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

没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