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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2-018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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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证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经营的良性发展，根据公司 2022 年整体经营计划及发展规划，结合上一年

度公司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董事会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进行了预计。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为 1,154.93 万元。2022

年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万春香、

黄驰、上海湘芒果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发生采购商品、提供劳务、销售商品或接受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房屋租赁等交易事项，预计总金额为 747万元。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许文智、陈劲松、黄建分别就相关子

议案回避表决。 

（二）2022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一）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方式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预计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 

1 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房屋租赁 市场价 16.42 66 

2 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物业服务 市场价 4.32 17 

3 
湖南炎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物业服务 市场价 4.56 20 

4 
湖南炎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 
公司购买关联方产品 市场价 5.82 40 

5 
湖南炎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劳务 市场价 0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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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海净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空气净化

设备 
市场价 0 100 

7 上海净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物业服务 市场价 0.27 2 

本议案关联董事许文智、陈劲松、黄建回避表决。 

2、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二）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方式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预计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 

1 万春香、黄驰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房屋租赁 市场价 18.26 81 

本议案关联董事黄建回避表决。 

3、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三）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方式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预计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 

1 上海湘芒果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劳务 市场价 88.93 180 

本议案关联董事许文智、黄建回避表决。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

易定价

方式 

预计关

联交易

额度 

2021年度 

实际发生额 

（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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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海三湘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公司为关联

方提供房屋

租赁 

市场价 80  62.57  1.52% -21.79% 
具体内容详

见 公 司 于

2021年 4月

26 日在巨

潮资讯披露

的 《 关 于

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

编 号 ：

2021-022） 

2 
上海三湘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公司为关联

方提供物业

服务 

市场价 60  15.40  0.31% -74.33% 

3 

湖南炎帝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 

公司为关联

方提供物业

服务 

市场价  30  24.30  0.49% -19.00% 

4 

湖南炎帝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 

公司用职工

福利费购买

关联方产品 

市场价 350  10.98  1.44% -96.86% 

5 

湖南炎帝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 

公司为关联

方提供劳务 
市场价 1700  607.23  17.00% -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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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海净养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关联方为公

司提供空气

净化设备 

市场价 300  129.87  0.15% -56.71% 

7 万春香、黄驰 

关联方为公

司提供房屋

租赁 

市场价 73  73.03  15.80% 0.04% 

8 
上海湘芒果文化

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为关联

方提供劳务 
市场价 300  231.55  4.70% -22.82% 

董事会对 2021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的说明

如下： 

预计 1：公司本期为控股公司提供房屋租赁较预计减少所致； 

预计 2：公司本期实际提供的物业服务低于预计所致； 

预计 4：公司本期实际采购低于预计所致； 

预计 5：公司本期实际提供的建筑、装修劳务较预计的减少所致； 

预计 6：公司本期实际采购空气净化设备较预计减少所致； 

预计 8：公司本期与上海湘芒果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结算的劳务较预计减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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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

各关联人 2021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交易价格公允、

公平、公正，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的实

际发生数额少于全年预计金额，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自然人万春香、黄驰 

万春香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股权；万春香

女士、黄驰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黄辉先生之直系亲属。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辉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7年 7月 23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333号 11楼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及

上述范围内的业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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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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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关系 黄辉持有其 90%股权；万春香持有其 10%股权。 

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22.81%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情况 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3,522 万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83,408万元、净资产 40,449万元。（未经审计） 

3、湖南炎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佳林 

注册资本 人民币 8,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5年 5月 25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天元区）明日路 8号 

经营范围 食品、保健食品的制造、加工、销售、研发及进出口；医疗器械的销售；

家用电器、服装、日用品、针纺织品的销售及进出口贸易；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营养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基因工程与

生物工程技术的研发与销售；房屋租赁；货物仓储（不含危化品和监控

品）；装卸搬运服务；眼镜、珠宝首饰、工艺品、厨具、餐具、电子产

品、玩具、婴儿用品、饮水机、日用百货、运动器材、家具、文具、皮

具、手表、环保材料、建筑材料、汽车零配件、书籍、皮箱、灯具、玻

璃保温杯、床上用品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化妆

品、消毒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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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关联关系 为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情况 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6,564 万元、净利润 2,024 万元，2021 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63,106万元、净资产 20,671万元。（未经审计） 

4、上海净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6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年 5月 10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崇明县横沙乡富民支路 58 号 A1-2551室（上海横泰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 （环保、机电、空气净化）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的技术服务，投资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除代理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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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事业投资，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

象策划，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机电设备安装工

程，环保工程，管理工程，货物运输代理，机械设备（除特种设备）、

机电设备（除特种设备）、空气净化设备及配件的加工、销售，日用百

货、电子产品、办公用品、工艺礼品的销售。 

产权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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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 为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其董事长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黄辉之直

系亲属；本公司董事陈劲松、黄建担任其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情况 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427.56 万元、净利润-6.41 万元，2021 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49,023.95万元、净资产-371.62万元。（未经审计） 

5、上海湘芒果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应星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10,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3年 1 月 6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南路 1128号 7幢 168室 

经营范围 文化行业投资，实业投资，文化艺术交流策划（除经纪），企业形象策

划和设计，市场营销策划和设计，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动漫设计，电

脑图文设计、制作，展览展示服务，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

值电信、金融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屋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

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物业管理，

工艺礼品、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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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关系 本公司持有上海浦湘投资有限公司 73.33%的股权，上海浦湘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上海湘芒果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30%股权。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许文智先生及公司董事兼副总裁黄建先生任其董事。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情况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 397.80 万元，净利润-1,378.09 万元，2021 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233,751.35万元，净资产 106,233.48万元。（未经审计）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

各项协议，上述公司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严格按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定价遵循市场公允价格，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

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具体付款安排和

结算方式将根据合同约定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按相应权限及各项业务发生情况签署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发生，公司与各交易方已经形成了稳定、友好的

合作关系，与上述关联方进行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业务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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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现阶段公司发展的要求，具有必要性。以上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同时，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守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付款收款条件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五、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

审阅，给予了事前认可： 

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是公司日

常经营所需，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关联交易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公平、合

理；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合理原则，参照市场价格确定；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

交易的履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据此，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公司在生产经营

过程中与各关联方之间持续发生的日常业务往来。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

影响；各项交易遵循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表决通过此议案时，关联董

事依照有关规定实施了回避表决。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预计。 

2、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在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上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各项子议案均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许文智、陈劲松、黄建分别就相关子议案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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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