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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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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交易能充分利用

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本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

合理配置，获取更好的效益。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

行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18年预计金额

（单位：万元） 

2018年实际金额 

（单位：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或接

浙江圣诺盟顾家海绵有限公司 不超过 32,400.00 27,953.14 未达预期 

江苏金世缘乳胶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不超过 2,700.00 1,088.95  



 

受劳务 Natuzzi S.p.A. 不超过 25,000.00 8,789.89 未达预期 

成都新潮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283.02  

杭州天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 540.00 595.58  

小计 不超过 60,940.00 38,710.58  

向关联人出

售商品或提

供劳务 

Nick Scali Limited 不超过 3,900.00 4,657.17  

Natuzzi S.p.A. 0.00 741.31  

小计 不超过 3,900.00 5,398.48  

向关联人租

入资产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132.00 105.99  

顾家实业投资（杭州）有限公司 1,380.00 851.87  

小计 1,512.00 957.86  

合计 不超过 66,352.00 45,066.92  

（二）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金额 

（单位：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19 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单位：万元） 

2018 年实

际金额 

（单位：万

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19 年预计金

额与 2018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或接

受劳务 

浙江圣诺盟顾家

海绵有限公司 
不超过 31,000.00 6.62% 3,934.30 27,953.14 6.56% 经营需求 

江苏金世缘乳胶

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 

不超过 1,200.00 0.26% 140.14 1,088.95 0.26%  

Natuzzi 

S.p.A. 
不超过 24,000.00 5.14% 4,010.32 8,789.89 2.10% 经营需求 

成都新潮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 
300 0.06% 0.00 283.02 0.07%  

杭州天厥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 650.00 0.14% 115.67 595.58 0.14%  

小计 不超过 57,150.00 12.22% 8,200.43 38,710.58 9.13%  

向关联人出

售商品或提

供劳务 

Nick Scali 

Limited 
不超过 10,000.00 1.00% 1,461.94 4,657.17 0.51% 经营需求 

Natuzzi 不超过 800.00 0.08% 161.49 741.31 0.08%  



 

S.p.A. 

小计 不超过 10,800.00 1.08% 1,623.42 5,398.48 0.59%  

向关联人租

入资产 

顾家集团有限公

司 
不超过 200.00 0.67% 20.00 105.99 0.44%  

顾家实业投资

（杭州）有限公

司 

不超过 900.00 3.00% 72.93 851.87 3.55%  

小计 不超过 1,100.00 3.67% 92.93 957.86 3.99%  

合计 不超过 69,050.00  9,916.78 45,066.92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浙江圣诺盟顾家海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诺盟海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浙江省海宁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启潮路（爱普瑞〈浙江〉羊毛制条有

限公司内 101-105号） 

法定代表人：钱洪祥 

注册资本：210.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阻燃聚氨酯泡沫塑料及其制品（不含以 CFC-11 为发泡

剂的各种塑料发泡工艺项目） 

圣诺盟海绵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圣诺盟海绵总资产 15,311.70 万元，净资产 10,267.71 万元，营业收

入 42,698.92.21万元，净利润 2,787.65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圣诺盟海绵系顾家家居

参股公司（顾家家居持有圣诺盟海绵 40%的股权），是顾家家居的关联法人。 

（二）江苏金世缘乳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世缘”）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扬州市江都区小纪镇高徐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何拥军 

注册资本：3,575.6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乳胶制品，床上用品及配件、床垫及配件、家具生产、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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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世缘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金世缘总资产 41,957.08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576.26

万元，营业收入 61,047.42万元，净利润 5,962.346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金世缘系顾家家居参股

公司（顾家家居持有金世缘 6.53%的股权），是顾家家居的关联法人。 

（三）Natuzzi S.p.A.（以下简称“Natuzzi”）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Via Iazzitiello 47,70029 ,Santeramo in Colle ,Bari,Italy 

公司代表：Pasquale Natuzzi 

注册资本：5,490.00 万欧元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和销售的现代和传统的皮革和纺织软垫家具行业，主

要是沙发、皮沙发、扶手椅、组合式家具、运动家具和沙发床、客厅家具和配件。 

Natuzzi 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截止 2018 年 12月 31

日，Natuzzi 总资产 37,270 万欧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13,650 万欧元，

营业收入 42,850 万欧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310 万欧元（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Natuzzi系顾家家居控

股子公司纳图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之少数股东（顾家家居持有纳图兹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是顾家家居的关联法人。 

（四）成都新潮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潮传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锦晖西一街 99 号 1 栋 2

单元 15 层 1505号 

法定代表人：张继学 

注册资本：7,580.0596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策划文化交流活动；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不含气球广

告及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平面设计；礼仪

服务；摄影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网



 

络技术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开发、设计、制作；网上贸易代理；销售：日用品、

通讯设备（不含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五金交电、文化

用品（不含图书、报刊、音像、电子出版物）、体育用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珠宝首饰、家用电器、家具、针纺织品、服装、农副产品（不

含粮、棉、油、生丝、蚕茧及国家有相关规定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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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潮传媒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日，新潮传媒总资产 395,919.5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17,472.29 万

元，营业收入 100,488.8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07,407.64 万元（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顾家家居实际控制人兼

董事长顾江生担任新潮传媒董事一职，新潮传媒是顾家家居的关联法人。 

（五）杭州天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天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 599-1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闻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服务：房地产中介，市场经营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

国内广告发布（除网络），酒店管理，餐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

策划；零售：建材，日用百货，通讯产品，计算机硬件，电子元器件，五金电器，

装饰材料，塑料制品。 

杭州天厥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天厥总资产 2,341.00 万元，净资产-1,902.74 万元，营业收入

3,297.24万元，净利润 321.96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杭州天厥系顾家家居控

股股东顾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集团”）之全资子公司顾家实业投资

（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实业”）之全资子公司，是顾家家居的关联

法人。 

（六）Nick Scali Limited（以下简称“Nick Scali”）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住所：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 

执行董事：Anthony John Scali 

注册资本：8,100 万澳币 

经营范围：家用家具及配件的进口和零售，包括沙发、餐桌、餐椅、餐柜、

茶几、椅子、地毯等。 

Nick Scali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截止 2018年 6月

30日，Nick Scali总资产 17,132.1万澳元，净资产 8,366.3万澳元，营业收入

25,080 万澳元，净利润 4,100 万澳元。（澳洲财年期间为每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Nick Scali 系顾家家

居参股公司（顾家家居持有 Nick Scali 13.63%的股权），是顾家家居的关联法

人。 

（七）顾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集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 20 号大街 128号 3幢 6层厂房 

法定代表人：顾江生 

注册资本：9,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服务：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广告设计、制作，电梯技术咨

询；批发、零售：黄金首饰、工艺礼品、日用品、纺织品、百货、机电设备、包

装材料、建材、装饰材料、计算机、仪器仪表、文化用品、电梯及配件；货物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

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顾家集团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顾家集团总资产 969,438.03 万元，净资产 244,788.83 万元，营业收入

49,064.32万元，净利润-9,964.37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顾家集团系顾家家居控

股股东，为顾家家居的关联法人。 

（八）顾家实业投资（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实业”）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 599-1号，一号楼 601室 

法定代表人：顾江生 

注册资本：3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服务：实业投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房屋租赁代理、市场经营

管理、物业管理（以上涉及资质的凭资质证经营），企业信息咨询；批发、零售：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有色金属材料（除贵重金属）、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塑

料制品、燃料油[除闪点 60摄氏度（含 60摄氏度）以下、不含成品油]、矿产品

（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顾家实业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日，顾家实业总资产 102,232.4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42,492.65 万

元，营业收入 27,362.9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396.73 万元（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顾家实业系顾家家居控

股股东顾家集团之全资子公司，是顾家家居的关联法人。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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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的价格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等市场原则，不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采购或服务发生时签署。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本公司生

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的效益。日常关联交易是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得到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 2019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

的资源和优势为本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

的效益。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等

价、有偿等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日常关联交易的

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实质性影响。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2019年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69,050.00万元的日常关联交

易，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拟提请董事会同意并报请股东大会审议，在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

计未经下一年度（2019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前，并且公司董事会没有做出新

的议案或修改、批准之前，本议案事项跨年度持续有效。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