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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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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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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拉芳家化”）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4票、反对0

票、弃权0票、回避3票），关联董事吴桂谦先生、张晨先生及郑清英女士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

董事一致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交易遵循双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

们同意本议案。 

本次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公司董事

会在审议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上限为人民币810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

与关联交易》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预计

金额 

2021 年实际发

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水电费 

广东金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2,500,000 1,511,051.98 
实际租赁面积未达

预期 

汕头市集艺彩印有限公司 -- 5,461,496.93 交易量增加 

汕头市泰恩康医用器材厂有限公司 50,000 -- 减少口罩采购量 

小计 2,550,000 6,972,548.91 --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宿迁市百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338,136.23 交易量减少 

遇见善业（广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0,000 9,444.25 交易量减少 

深圳小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22,002.37 交易量减少 

小计 1,400,000 369,582.85 -- 

承租关联 

人房屋 

广东金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2,500,000 1,899,428.54 
实际租赁面积未达

预期 

汕头市昊骅投资有限公司 1,800,000 1,743,504.00 
预计租赁与实际租

赁基本持平 

小计 4,300,000 3,642,932.54 --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

务、服务 

上海剧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792,798.19 广告合作量减少 

铜陵彦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724,467.75 增加小额推广服务 

小计 4,000,000 1,517,265.94 -- 

合计 12,250,000 12,502,330.24 --  

（三）本次日常关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预计

金额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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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购

买、水电费 

广东金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1,600,000 1,511,051.98 预计交易量增加 

小计 1,600,000 1,511,051.98 --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宿迁市百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338,136.23 预计交易量增加 

遇见善业（广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00 9,444.25 预计交易量增加 

深圳小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22,002.37 预计交易量增加 

小计 700,000 369,582.85 -- 

承租关联 

人房屋 

广东金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2,000,000 1,899,428.54  预计增加租赁面积 

汕头市昊骅投资有限公司 1,800,000 1,743,504.00  
预计租赁与实际租

赁基本持平 

小计 3,800,000 3,642,932.54 --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

务、服务 

上海剧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792,798.19 预计增加广告服务 

铜陵彦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000 724,467.75 预计增加推广服务 

小计 2,000,000 1,517,265.94 -- 



合计 8,100,000 7,040,833.31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名称：广东金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人：郑清英 

成立日期：2001年8月10日 

注册地址：汕头市龙湖区万吉工业区龙江路13号A、B、C、D幢 

经营范围：养老产业项目投资、策划、服务；陪护服务、营利性医疗机构；企业管理咨询、

商品信息咨询；会议服务；展览展示策划；对实业的投资；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服务；餐饮管

理服务；自有房产租赁；货运经营；仓储代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销售：软件、日用百货；食

品销售；动漫软件、动画作品的设计、研发；电子计算机软件设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电子商务系统的技术开发；网页设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市场营销策划服务；广告业务；影视策

划；品牌策划；文化传播活动策划；商务礼品、工艺礼品、广告促销礼品、节庆礼品、办公礼品、

针纺织用品、创意礼品的生产及批发（不设店铺，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须经许可后方准经营）（以

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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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澳洲万达国际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2、名称：宿迁市百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81.379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人：贾万兴 

成立日期：2016年5月20日 

注册地址：沭阳县迎宾大道软件产业园A栋907室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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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除

外)；货物仓储(危险品除外)；视频制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展览展示服务、会议服务；动

画设计、图文设计、制作；服装、鞋帽、日用品、母婴用品、玩具、食品(按许可证核定范围经

营)、生鲜水产品、蔬果、农副产品、化妆品、电子产品、保健品、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图书批

发、零售；儿童教育产品推广服务；计算机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教育信息咨询；在线数据处理

与交易处理业务（仅限经营类电子商务）；代办体检服务；留学信息咨询；科教用具、教学实验

用具组装、销售及技术咨询。旅游业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医用口罩

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消毒剂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

疗用品销售；旅客票务代理；票务代理服务；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财务咨询；

税务服务；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住房租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卫生洁具零售；通信设备零售；电子办公设备

零售；物业管理；工艺品及收藏品零售；乐器零售；珠宝首饰零售；户外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

器材零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润滑油零售；家用视听设备零售；五金产品零售；灯具零售；

电动自行车销售；眼镜零售；钟表零售；箱包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零售；厨具卫具零售；照相器

材及望远镜零售；日用家电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销售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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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 贾万兴 20.7976% 

2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17.3000% 

3 王晔 16.5375% 

4 赵雪梅 9.6111% 

5 南京龙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0248% 

6 宿迁市晨辉电子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合伙） 5.5133% 

7 孙静 5.1900% 

8 北京东方卓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397% 

9 邵英 4.7250% 

10 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377% 

11 韩涛 1.9444% 

12 白雁飞 1.9444% 

13 珠海拉芳易简新媒体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1.1344% 

合计 100.00% 

3、名称：遇见善业（广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人：王鹏 

成立日期：2020年6月19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福华路15号505 

经营范围：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

诊疗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票务代理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

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

饰零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体验

式拓展活动及策划；咨询策划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广告制作；广告发布

（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箱包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日用木制品销售；软木

制品销售；木制容器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

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旅客票务代理；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礼品花卉

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玩具、动漫及

游艺用品销售；玩具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礼仪服务；摄像及视频

制作服务；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文艺创作；保健食品销售；食

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互联网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食品经营。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 王鹏 63.14% 

2 樊佳霞 17.86% 

3 德薇（上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10% 

4 吴滨奇 9% 

 合计 100% 

4、名称：深圳小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26.6667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人：邓俊 

成立日期：2016年1月5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三围社区航城智谷中城未来产业园2栋6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化妆

品及日用百货、美妆工具、化妆品原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包材的销售；机械设备、

医疗设备（不含医疗器械）、电子产品、软件及辅助设备、体育用品、百货、纺织品、服装、金

银珠宝首饰、计生用品（不含药品、保健食品）、装饰材料、工艺礼品、钟表眼镜、玩具、仪器

仪表、陶瓷制品、橡胶及塑料制品的销售；摄影服务；经济信息咨询；计算机软件的研发及销售；

基础软件的技术开发；软件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第二类医疗用品及器材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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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经营项目是：包装食品、保健

食品的销售；仓储服务。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 邓俊 65.30% 

2 品观企业管理（武汉）有限公司 14.40% 

3 张文琦 10.30% 

4 珠海拉芳易简新媒体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10.00% 

 合计 100% 

5、名称：汕头市昊骅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147.48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人：郑清英 

成立日期：1997年12月23日 

注册地址：汕头市潮南区国道324线新庆路段熊猫工业城。 

经营范围：对实业的投资；物业管理（经营范围中凡涉专项规定持有效专批证件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汕头市多彩针纺织品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6、名称：上海剧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5,370.75万元 



法人代表人：查道存 

成立日期：2011年4月12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路40号2022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食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酒类经营；出版物互联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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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图文设计制作；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国内贸易代理；日用百货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母婴用品

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家具销

售；家用电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金银制品销售；珠宝

首饰零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

器械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票务代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上海剧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系新三板挂牌公司，故无法列示其持股情况。 

7、名称：铜陵彦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人：朱亮 

成立日期：2018年2月2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铜陵市北斗星城A1座铜官数谷14层。 

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工艺品（除象牙及其制品）、文化

用品、体育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通讯设备、母婴用品、服装服饰、办公

用品、日用百货、工艺礼品、家居用品、纺织面料、图书、期刊、音响制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

消毒用品、医疗用品及器材（不含药品及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饮料销售（含网



上销售），软件技术的开发服务及推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经济贸易咨询，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房产中介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视频制作，影视制作、

策划、表演，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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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 铜陵造物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53.91% 

2 共青城小樱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 

3 珠海拉芳品观华熙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4 铜陵招财进宝文化传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9% 

5 铜陵彦祖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 

 合计 100%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广东金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宿迁市百

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遇见善业（广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小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汕头

市昊骅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剧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彦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均系公司关联法

人。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各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不会给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带来风险，本公司的独立经营不受影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主要内容 

1、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公司的子公司向宿迁市百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小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产品，公司向遇见善业（广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2、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广告发布合同》，上海剧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

供广告服务，铜陵彦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公司的子公司提供推广宣传服务。 

3、根据交易主体所在地房屋租赁市场行情、价格，以同等条件下的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

双方签订租赁相关合同，广东金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汕头市昊骅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

提供租赁业务。其中广东金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垫付公司及子公司在租赁使用过程中的水电费。 

（二）定价政策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

易的定价方法为：以市场化为原则，确定交易价格；若交易的产品或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

由交易双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等

市场原则，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和持续性。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发生的，与关联方

的合作是公司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

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和采购成本，同时获取公允收益，有利于上市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持续、稳定

进行，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2、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行为。 

3、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五、报备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