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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关联交易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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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

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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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

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4日以电话、邮件或专人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九名，关联董事郭茂先生、刘秀琴女士、陶伟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

余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关联交易和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认真阅读有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预计产生关联交易，其交



易定价方式和定价依据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该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公司独立运行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2018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未损害公司的独立性。2018年度公司与关联

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预计与公司2018年度实际日常关联交易相符，其交易定价方式

和定价依据客观、公允。 

2018年，郭茂先生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的保证担保、为公司提供资产担保基

础上的增信担保，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验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019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预计，其交易定价方式和定价依据客

观、公允，内容和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该关

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同意该事项

内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4、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

通知已于2019年4月4日以电话、邮件或专人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

监事三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三名，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关联交易和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18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018年度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预计与公司2018年度实际日常关联交易

相符，其交易定价方式和定价依据客观、公允。2018年，关联方郭茂先生为公司

银行贷款提供的保证担保、为公司提供资产担保基础上的增信担保，未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验成果产生重大影响。2019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预计，

其交易定价方式和定价依据客观、公允，内容和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5、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8 年 4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年度关联交易和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经 2018年 5

月 14日召开的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 10月 24 日召开的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年度部分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1、2018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完成情况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内容） 

2018年预计发生

金额 

（万元） 

2018年实际发生

金额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意大利法比里奥有

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3,800.00  34,094,122.80 — 

松下真空节能新材

料（重庆）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2,500.00  15,968,368.20 — 

技术顾问咨询    130.00  1,232,886.74 — 

采购原材料      20.00 0.00 — 

中山市鑫创保温材

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00.00  4,092,483.34 — 

深圳中纺滤材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公司 

销售商品    300.00  2,318,922.80 — 

采购原材料    470.00  3,137,453.25 — 

注：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2、关联担保 

2015年 3月郭茂先生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订了 2014年

渝北字第 6691141201 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订的 2014年渝北字第 6691141201号授信协议提供连带保证

责任，担保金额为 3,000.00 万元整。 

2016 年 9月郭茂先生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订了平银（重庆）



综字第 A112201608300001（额保 001）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本公司与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订的平银（重庆）综字第 A112201608300001 号综

合授信额度合同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金额为 8,000.00万元整。 

2017 年 8月郭茂先生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北支行签订了渝

北支行 2017年高保字第 1300002017134221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本公司与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北支行在 2017年 8月 4日至 2020年 8月 3日内连

续办理具体业务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

高债权额包括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5,000.00万元、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违

约金、赔偿金和甲方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三）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参股公司意大利法比里奥有限责任公司、松下

真空节能新材料（重庆）有限公司、中山市鑫创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和深圳中纺滤

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预计发生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万元）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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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松下真空节能新材料

（重庆）有限公司 
20.00 0.00 0.00 0  

深圳中纺滤材科技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 
870.00 1,457,120.50 3,137,453.25 0.27 业务增加 

小计 890.00 1,457,120.50 3,137,453.25   

向关联人

提供技术

顾问咨询 

松下真空节能新材料

（重庆）有限公司 
130.00 158,241.50 1,232,886.74 0.10  

小计 130.00 158,241.50 1,232,886.74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意大利法比里奥有限

责任公司 
4,500.00 8,674,921.11 34,094,122.80 3.15  

松下真空节能新材料

（重庆）有限公司 
4,800.00 4,570,954.24 15,968,368.20 1.48  

中山市鑫创保温材料

有限公司 
800.00 2,130,086.00 4,092,483.34 0.38 业务增加 

深圳中纺滤材科技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 
300.00 405,213.10 2,318,922.80 0.21  

 小计 10,400.00 15,781,174.45 56,473,897.14   

注：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松下真空节能新材料（重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外商投资的投资性公司投资）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锦衣路 31号  

法定代表人：陶伟  

注册资本：128700 万日元整  

成立日期：2015 年 9月 21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9月 21日至 2035年 9月 20日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采购、销售真空绝热板、真空绝热板应用产品以及

关联零部件、产品及其售后服务。（依法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依法应经许可审

批而未获许可批准前不得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 49%股份。 

（二）意大利法比里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法比里奥”） 

主要经营范围及优势：法比里奥是一家致力于室内和室外过滤应用和解决方

案的开发、设计和销售的公司。法比里奥为欧洲过滤行业知名企业，其核心技术

人员从事过滤行业二十余年，技术领先，服务优质，是行业内优秀的既能提供室

内空气过滤又能提供室外空气治理解决方案的企业。法比里奥拥有核心技术研发

实力，在室外空气过滤，工业及商业应用端过滤及新型过滤材料等前沿技术的研

发成果显著。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 25%股份。 

（三）中山市鑫创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中山市横栏镇（横东）永兴工业区永谊四路 1号钢结构厂房 

法定代表人：刘东方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2 年 6月 14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保温材料、耐火材料、隔热材料、铝箔制品、

绝热材料、玻璃纤维制品、空气过滤材料及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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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 34%股份。 

（四）深圳中纺滤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 

1、深圳中纺滤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勘王京坑村 87号 D栋 

法定代表人：瞿耀华 

注册资本：2273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 年 08月 24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滤清袋、熔丝过滤材料、热压

布（SMS）的研发、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滤清袋、熔丝过滤材料、热

压布（SMS）的生产。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 34.01%股份。 

2、苏州中纺滤材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11 年 6月 1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昆山市周市镇顺昶路 88号 5 号房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瑞林 

营业范围：无纺布及其制品、环保过滤材料的研发、加工、销售；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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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深圳中纺滤材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广东美沃布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18 年 1月 5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东莞市厚街镇宝屯社区西环路 6号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瞿耀华 



营业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空气过滤材料、过滤材料、环保材料、炭材

料、无纺布、除甲醛复合材料、滤清袋、过滤器、空气交换芯、清洁用品、家用

电器、劳动防护用品、塑胶制品、五金制品、其它化学制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电子产品、汽车用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关联关系：深圳中纺滤材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深圳市美沃布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16 年 3月 7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上村社区莲塘工业城铁塔旭发科技园

A1栋二楼 202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瞿耀华 

营业范围：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滤清布、滤清袋、熔丝、

熔喷过滤材料、健康清洁制品、医疗清洁用品、过滤器、无纺布、炭材料、电子

产品、汽车用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关联关系：深圳中纺滤材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5、深圳市斗方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13 年 12月 9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上塘潜龙曼海宁南区 7栋 9C 

注册资本：3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桂成 

营业范围：过滤器材的销售；空气净化设备的销售与上门安装；家用电器、

汽车配件的销售；清洁服务；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关联关系：深圳中纺滤材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五）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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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以上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内容均为公司日常经营范围内容。公司与关联

方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进行业务与资金往来，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以上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上述日常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双方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

结算，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4、监事会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4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