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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99          证券简称：晨光文具        公告编号：2017-003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17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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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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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对《关于 2016 年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审议，关联董

事陈湖文、陈湖雄、陈雪玲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联

交易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能充分利

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

获取更好效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6 年预计金额 

（元） 

2016 年实际发生金

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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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光文具股份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受郭伟龙控制的销售主体 250,000,000.00 215,059,209.42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租赁自有房屋

（包括办公楼、车间、车

位、仓库、宿舍楼等） 

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晨光集

团”） 

1,902,000.00 1,811,428.66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租赁自有办公楼 晨光集团 1,772,184.05 1,873,903.96 

上海晨光科力普办

公用品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租赁自有办公楼 
晨光集团 6,038,960.04 5,964,175.06 

上海晨光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租赁自有办公楼 晨光集团 1,509,740.01 1,500,793.81 

晨光生活馆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租赁自有办公楼 晨光集团 1,509,740.01 1,503,793.81 

合计  262,732,624.11 227,713,304.72 

注：上海晨光科力普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科力普”）、上海晨光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科技”）和晨光生活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生活馆”）

是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元）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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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晨光文

具股份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受郭伟

龙控制

的销售

主体 

250,000,000.00 4.29 61,469,424.09 215,059,209.42 4.61 
销售业务

持续增长 

上海晨光文

具股份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

租赁自有

房屋（包

括办公

楼、车间、

车位、仓

库、宿舍

楼等） 

晨光 

集团 
1,992,380.95 12.65 498,095.24 1,811,428.66 1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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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光文

具股份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

租赁自有

办公楼 

晨光 

集团 
2,263,451.90 14.36 565,862.98 1,873,903.96 14.81 - 

上海晨光科

力普办公用

品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

租赁自有

办公楼 

晨光 

集团 
8,627,085.77 54.75 2,156,771.46 5,964,175.06 47.13 - 

上海晨光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

租赁自有

办公楼 

晨光 

集团 
1,437,847.63 9.12 359,461.90 1,500,793.81 11.86 - 

晨光生活馆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

租赁自有

办公楼 

晨光 

集团 
1,437,847.63 9.12 359,461.90 1,500,793.81 11.86 - 

合计 265,758,613.88 - 65,409,077.57 227,713,304.72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南京兆晨文化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伟龙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文化用品、日用品、塑料制品、日杂用品、五金电器、电脑及耗

材销售。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 76号 

2016年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21,328,647.67元，净资产 3,295,263.81元，

主营业务收入 111,994,300.20 元，净利润 288,048.92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南京晨日文化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伟龙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文化用品、日用品、塑料制品、日杂用品、五金电器、电脑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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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姜家园 20号 

2016年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9,761,663.23元，净资产 3,326,166.96元，

主营业务收入 100,956,065.37 元，净利润 308,896.86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南京优晨文化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伟龙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文化用品、塑料制品、日杂用品、五金、电器、电脑及耗材销售；

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 16号 

2016年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2,493,501.73元，净资产 1,222,029.34元，

主营业务收入 42,054,739.97 元，净利润 207,862.20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无锡市创意晨光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粉如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文化用品、礼品、玩具、劳保用品、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办公

家具、针织品的销售、百货的零售。 

住所：无锡招商城南大楼负一层 H负-011 号 

2016 年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730,488.96 元，净资产 817,498.72 元，主

营业务收入 19,418,094.05 元，净利润 77,811.79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湖雄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投资信息咨询（除经纪），企业管理

及相关业务咨询，国内贸易（国家专项审批项目除外）。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金钱公路 3488 号-4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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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848,700,456.55 元，净资产 830,674,812.33

元，主营业务收入 47,451,157.57 元，净利润 135,694,681.18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二）与公司关联关系 

南京兆晨文化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南京晨日文具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南京优

晨文具用品销售有限公司、无锡市创意晨光贸易有限公司均为受郭伟龙控制的销

售主体，郭伟龙是公司总裁陈湖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晨光集团为公司控股股

东。根据《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十条，郭伟龙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其所控制的销售主体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晨光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上述公司经营和财务

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向郭伟龙控制的销售主体销售包括书写工具、学生文具、办公文具

等在内的公司产品。公司允许郭伟龙控制的销售主体以公司产品省级经销商的名

义开展销售业务，郭伟龙控制的销售主体有义务完成公司给予的年度授权区域销

售定额，接受相关的销售奖惩政策。定价政策为市场价，与公司其他省级经销商

定价政策一致。 

2、公司承租晨光集团拥有的位于“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金钱公路 3488号第

2 幢（厂间）、第 3 幢（宿舍）、第 4 幢（综合楼）”的物业，租赁期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定价依据为上海科瑞特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出具的沪科房估报字（2010）第 121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上述房屋及场地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估价时点的评估值为 204.12 万元，此价格作为本公司租赁晨

光集团上述房屋及场地的参考价格。 

3、公司承租晨光集团位于上海市古美路 1528号 2幢 2层 201室和 202室的

办公楼楼面，201 室租赁建筑面积 1055.50 平方米，租赁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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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202室租赁建筑面积 360.00平方米，租赁时间为 2017

年 1月 1日至 2017 年 6月 30日。公司承租晨光集团对公司的关联租赁单价，与

其向市场非关联方的平均租赁单价保持一致。 

4、公司控股子公司晨光科力普承租晨光集团位于上海市古美路 1528 号 2

幢 11 层、12 层、14 层的办公楼楼面，租赁建筑面积 5395.14 平方米，11 层和

12 层租赁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14 层租赁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晨光集团对晨光科力普的关联租赁单价，与

其向市场非关联方的平均租赁单价保持一致。 

5、公司控股子公司晨光科技承租晨光集团位于上海市古美路 1528 号 2 幢

13层 1301 室的办公楼楼面，租赁建筑面积 899.19平方米，租赁时间为 2016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晨光集团对晨光科技的关联租赁单价，与其向

市场非关联方的平均租赁单价保持一致。 

6、公司控股子公司晨光生活馆承租晨光集团位于上海市古美路 1528 号 2

幢 13层 1302室的办公楼楼面，租赁建筑面积 899.19平方米，租赁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晨光集团对晨光生活馆的关联租赁单价，与

其向市场非关联方的平均租赁单价保持一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

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效益。上述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各方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

不会因该等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