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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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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根据日常

经营需要，2023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广东达道智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达道智能”）、深圳市人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通智能”）、长沙

市达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邦机电”）、广州晶品智能压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品智能”）、广州量能达热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量能达”）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600 万元。 

2022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颂明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属于

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3年度

预计金额 

2022 年 1-11 月已发

生交易金额 

达道智能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瓶胚模具及配套装置 市场价格 300 120.70 

人通智能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电子元器件 市场价格 500 193.5 

达邦机电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电子元器件 市场价格 700 200.38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3年度

预计金额 

2022 年 1-11 月已发

生交易金额 

晶品智能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机械配件 市场价格 300 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机械加工件 市场价格 325 9.3 

向关联人提供租赁服务 厂房租金 市场价格 125 79.06 

广州 

量能达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工业用水冷空调 市场价格 300 0 

向关联人提供租赁服务 厂房租金 市场价格 50 9.08 

合计 2,600 612.02 

（三）2022 年 1 月-11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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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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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达道 

智能 

瓶胚模具

及配套装

置 

120.7 300 59.40% -59.77% 

2022年 4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

编号 2022-012 

人通 

智能 

电子元器

件 
193.5 1000 2.59% -80.65% 

2022年 4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

编号 2022-012 

达邦 

机电 

电子元器

件 
200.38 350 2.69% -42.75% 

2022 年 12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公

告编号 2022-057 

晶品 

智能 
机械配件 0 100 0.00% -100% 

2022年 4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

编号 2022-012 

广州 

量能达 

工业用水

冷空调 
0 未预计 0.00% / /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晶品 

智能 

机械加工

件 
9.3 100 0.07% -90.7% 

2022年 4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

编号 2022-012 

向关联人

提供租赁

服务 

晶品 

智能 
厂房租金 79.06 未预计 10.20% / / 

广州 

量能达 
厂房租金 9.08 未预计 1.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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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的说明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开展情况和市场需求进

行的初步判断，以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而在日常经营中，公

司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及时调整与关联方的实际关联交易需求，导致公司与

关联方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实际交易金额未超过预计

金额，未违反相关制度和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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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距的说明 

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2022年已经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没有违反相关制度和审批

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广东达道智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广东达道智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姜国海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4MA5629XN5A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西路 1476 号 3#厂房一楼之二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塑料加工专用设备销售；模

具制造；模具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设备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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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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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情况：张崇明持股 49%；珠海新盟包装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15%；

乐锋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5%；何沿广持股 11%；罗国运持股 10%。 

2、公司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时间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

审计 

达道智能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6,427,366.11 7,130,738.32 1,650,647.90 -1,193,994.62 否 



3、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副总经理张崇明先生持有达道智能 49%的股权，是达道智能的实际控制

人。达道智能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控股的企业，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6.3.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法人。公司向达道智能采购瓶胚模具及配套

装置，构成关联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目前，达道智能依法存续经营，生产经营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深圳市人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人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文海 

注册资本： 2,138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06128912U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南坑社区星河领创天下一期二楼办公区 

经营范围：电子软硬件、电气控制系统的技术开发；电子软硬件、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电气控制系统的购销；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主要股东：张颂明持股 75.13%；曾资平持股 12.87%。 

2、公司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时间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

审计 

人通 

智能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23,733,109.16 17,453,343.26 7,242,556.09 -1,453,385.95 否 

3、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长张颂明先生持有人通智能 75.13%的股权，人通智能是张颂明先

生控股的企业，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四款规定的

关联法人。公司向人通智能采购电子元器件构成关联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目前，人通智能依法存续经营，生产经营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长沙市达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市达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永忠 

注册资本：21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696223287D  

住所：长沙市雨花区环保中路 188 号长沙国际企业中心 1 栋 D502 房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包装机械、机械模具、机械零部件的研发、加工制造、

租赁及售后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开发；机电设备的设计、安装；投资

咨询；自营和代理国内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主要股东：王静持股 44%；曾资平持股 11%；张永忠持股 10.35%；王严心

持股 10.35%。 

2、公司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时间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

审计 

达邦机电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4,252,343.06 1,914,605.05 2,625,280.71 606,470.20 否 

3、关联关系说明 

王静女士为公司董事长张颂明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王静持有达邦机电

44%的股权，因此，达邦机电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

第四款规定的关联法人。公司向达邦机电采购电子元器件构成关联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目前，达邦机电依法存续经营，生产经营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广州晶品智能压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广州晶品智能压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周信祥 

注册资本：3612.1191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813186700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一路 23 号四栋 101 房、五栋 101 房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

制造；通用机械设备销售；包装专用设备制造；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技

术进出口；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机械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

商品除外）；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电设备安装服务。 

主要股东：周信祥持股 33.97%；张颂明持股 16.37%；王静持股 13.65%。 

2、公司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公司 

名称 
时间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

审计 

晶品 

智能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6 月） 
98,694,253.33 4,122,530.19 26,528,945.22 1,107,033.30 否 

3、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长张颂明先生和王静女士共同持有晶品智能 30.02%的股权，是晶

品智能的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实质重于形式

的规定，公司将晶品智能认定为关联方。公司向晶品智能销售机械加工件及公司

和子公司向晶品采购瓶胚模具及配件，均构成关联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目前，晶品智能依法存续经营，生产经营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广州量能达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广州量能达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赞明 

注册资本：3260.87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W4DW38D 

住 所：广州市黄埔区观达路 17 号（1）栋 203 房 

经营范围：制冷、空调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农业机械制造；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建筑材料销

售；五金产品批发；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电气设备



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

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电器辅件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电器

辅件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监测；热

力生产和供应；电气机械设备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供暖

服务；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

器研发；农业机械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专用设

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主要股东：张颂明持股 55.19999%；张赞明持股 25.76%；陈剑勇持股 11.04%；

邓良平持股 6.80003%；张爽持股 1.19999%。 

2、公司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

称 
时间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

审计 

广州量

能达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19,412,222.94 19,282,077.27 643,139.58 -1,273,582.03 否 

   3、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长张颂明先生持有广州量能达约 55.20%的股权，是广州量能达的

控股股东，广州量能达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四款

规定的关联法人。公司向广州量能达采购工业用水冷空调构成关联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目前，广州量能达依法存续经营，生产经营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与达道智能、人通智能、达邦机电、晶品智能和广州量能达之

间的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交易金额，

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均为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所必要的经营行为，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

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未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预计的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实际经营需求，遵循了平等、自愿

和有偿原则，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和市场化原则，有利于公司业务

经营的正常运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1、董事会对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 2022 年已经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没有违反相关制

度和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

避表决，其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以市场价

格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3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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