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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 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

要，预计 2022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采购（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关联

交易。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黄嘉辉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

以往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司 2022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对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情况如下： 

①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金额：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采购商品 

佛山市特高

珠江工业电

炉有限公司 

购设备及配

件 
市场价 35,000,000 5,855.27 9,746,767.80 

中山莱博顿

卫浴有限公

司 

购原物料 市场价 2,000,000 338,806.49 1,287,619.19 

中山欧尼克

卫浴有限公

司 

购原物料 市场价 500,000 50,307.96 139,918.12 

小计   37,500,000 394,969.72 11,192,305.11 

接受劳务 

中山市三乡

镇潜龙五金

制品厂 

加工劳务 市场价 5,000,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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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孟良 后勤劳务 市场价 5,000,000 579,394.22 937,979.67 

小计   10,000,000 579,394.22 937,979.67 

 

②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金额：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销售商品 

中山莱博顿

卫浴有限公

司 

出售商品 市场价 20,000,000 2,117,900.85 15,246,438.02 

中山欧尼克

卫浴有限公

司 

出售商品 市场价 12,000,000 2,801,285.38 9,053,056.56 

小计   32,000,000 4,919,186.23 24,299,494.58 

提供劳务 

中山莱博顿

卫浴有限公

司 

提供加工

劳务 
市场价 2,000,000 

  

中山欧尼克

卫浴有限公

司 

提供加工

劳务 
市场价 2,000,000 

  

小计   4,000,000.00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佛山市特高珠江工业电炉有限公司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佛山市特高珠江工业电炉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黄嘉辉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南海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生态路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工业电炉，工业加热设备及配件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黄嘉辉先生是佛山市特高珠江工业电炉有限公司的法人兼股东，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故构成关联关系。 

（3）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9,267,370.80 

净资产 2,988,257.17 

项目 2021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2,915,009.77 

净利润 -665,144.01 

2、中山市三乡镇潜龙五金制品厂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中山市三乡镇潜龙五金制品厂 

企业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投资人：周柱 

注册地址：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后坑祥兴街 12 号 

经营范围：加工、生产、销售：五金制品（不含电镀）。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山市三乡镇潜龙五金制品厂的控制人周柱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建湘表妹

的配偶，构成关联关系。 

（3）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762,822.14 

净资产 939,111.07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3,231,282.80 

净利润 108,229.98 

3、宾孟良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姓名：宾孟良 

身份证号码：43031119651118**** 

经营范围：所提供之后勤服务为承包公司部分员工食堂。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宾孟良为公司股东宾建存先生之堂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故构成关联关系。 

4、中山欧尼克卫浴有限公司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中山欧尼克卫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黄爱萍 

注册地址：中山市东区长江北路北段白沙湾工业园 E幢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卫浴、洁具及其配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相关许可方可经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山欧尼克卫浴有限公司的法人兼股东黄爱萍是公司总经理金炯先生的表

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故构成关联关系。 

（3）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6,763,880.90 

净资产 7,216,366.03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62,551,979.4 

净利润 7,896,028.03 

5、中山莱博顿卫浴有限公司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中山莱博顿卫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段军会 

注册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集中新建区建业路 38号，增设 1处经营场所，

具体为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侧 30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卫浴、洁具及其配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山莱博顿卫浴有限公司的股东黄爱萍是公司总经理金炯先生的表姐，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故构成关联关系。 

（3）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68,785,874.32 

净资产 173,766,094.98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481,254,935.45 

净利润 47,485,976.66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上述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

的，定价方式公允、合理；上述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

了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也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具有合法性、公

允性。 

2、交易价格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

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及第三方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公

正的原则签订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而预计，交易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不违反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

状况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 

五、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且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 2022 年度预计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

需，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不会损害公

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关联交易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关联董事依照有

关法规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的预计，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2年 4 月 21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

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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