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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55         证券简称：凯尔达          公告编号：2022-011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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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预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是为了满

足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与关联人双方业务的发展。关联交易将

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参考市场公允价格进行协商

定价，制定合同条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各关联

人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程序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尔达”）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二次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2 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委员会经认真审核后，对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如下：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参考市场价格定价，定价公平合理，程序合法，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审计委员会委员王仕凯对《关于公司向南极电

气采购原材料的事项》议案回避表决，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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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2 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核，除关联

董事岡久学对《关于公司向安川电机及其子公司采购原材料的事项》、《关于

公司向安川电机及其子公司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事项》、《关于公司向安徽

瑞祥出售商品的事项》的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董事王仕凯、王金对《关于公司

向南极电气采购原材料的事项》的议案回避表决外，一致同意该议案。本议案

仍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将对《关于公司

向安川电机及其子公司采购原材料的事项》、《关于公司向安川电机及其子公

司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事项》、《关于公司向安徽瑞祥出售商品的事项》的

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凯尔达集团有限公司、乐清市珍金财务咨询服务中心

（普通合伙）将对《关于公司向南极电气采购原材料的事项》的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

认为：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符合公司业务、行业特点及公司实际

需求，拟定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客观公允，交易行为符合公平、公开、公正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不

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资产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2 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经与会监事认真审核，除关联

监事刘蓉对《关于公司向安川电机及其子公司采购原材料的事项》、《关于公

司向安川电机及其子公司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事项》的议案回避表决外，一

致同意该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是公司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审议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预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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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以前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和未来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3 月 31 日与

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

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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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料 

安川电机

及其子公

司[注 1] 

35,000 67.33 2,647.63 19,870.47 47.02 

需求增

加，预期

采购增加 

南极电气

[注 2] 
1,000 1.92 130.08 742.79 1.76 -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及

提供劳

务 

安川电机

及其子公

司 

5,000 7.68 195.85 1,218.50 2.25 
预计业务

需求增加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安徽瑞祥

[注 3] 
200 0.31 11.22 22.90 0.04 - 

合计 - 41,200 - 2,984.78 21,854.66 - - 

（三）2021 年度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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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安川电机及其子

公司[注 1] 
60,000 19,870.47 

基于双方业务需求，实

际发生额并未达到预计

金额 

南极电气[注 2] 1,000 742.79 

基于双方业务需求，实

际发生额并未达到预计

金额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及提供劳

安川电机及其子

公司 
10,000 1,218.50 

基于双方业务需求，实

际发生额并未达到预计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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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安徽瑞祥[注 3] 100 22.90 

基于双方业务需求，实

际发生额并未达到预计

金额 

合计 / 71,100 21,854.66 - 

[注 1]“安川电机”全称为“株式会社安川电机（YASK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注 2]“南极电气”全称为“乐清市南极电气有限公司”； 

[注 3]“安徽瑞祥”全称为“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株式会社安川电机 

公司名称 
株式会社安川电机（英文名称：YASK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成立时间 1915 年 

资本金（百万日元） 30,562  

法定代表人 小笠原 浩 

公司性质 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506 

住所 日本北九州市八幡西区黒崎城石 2 番 1 号 

主营业务 运动控制业务、机器人业务、系统工程业务及其他 

主要财务数据（百万日元） 

总资产：537,935 

净资产：285,465 

营业收入：357,37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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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安川电机会计期间为：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2、乐清市南极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乐清市南极电气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 年 5 月 1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826628575721 

注册资本（万元） 500 

法定代表人 叶丽丽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乐清市乐清经济开发区滨海南三路 77 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王章 40%；叶丽丽 30%；叶晨豪 3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

件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劳动保

护用品生产；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气体压缩机械制造；有色金属合

金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普通阀门和旋塞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五金产品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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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总资产：3,133.22 

净资产：2,099.26 

营业收入：3,155.71 

净利润：170.94 

3、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3 年 4 月 1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746797255R 

注册资本（万元） 8,235 

法定代表人 庞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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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住所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银湖北路 10-16 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85%；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15%。 

经营范围 

开发、设计、制造并销售汽车模具、夹具、检具、自动化生产线及

非标设备、车身焊接总成及白车身，机器人系统集成技术的开发及

应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

止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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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总资产：96,225.98 

净资产：26,757.56 

营业收入：43,637.13 

净利润：2,073.13 

注：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其控股股东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002997）披露的《2021 年年度报告》。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名称 关联关系 

1 株式会社安川电机 
通过其子公司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公司 13.75%股份 

2 乐清市南极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

的企业 

3 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岡久学担任该企业董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经

营风险。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

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的关联交易主要是：（1）公司向安川电机及其子公司、乐清市南极电

气有限公司购买原材料，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36,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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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安川电机及其子公司出售商品、提供劳务，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向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出售商品，2022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 

（二）交易价格公允性说明  

公司关联交易将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参照市

场公允价格协商定价。当交易标的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双方协商确定交易

价格，并就具体事项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为维护双方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具体合同或

协议，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条款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

双方业务的发展。关联交易将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

参考市场公允价格进行协商定价，制定合同条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

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已回避表决，且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

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制度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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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网公告文件  

1、《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  

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