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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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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

需，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也

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且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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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温建怀、潘孝贞、温建北回

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在 2021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与以往年度相比，在交易类型、交易方式、交易价格等方

面未出现重大变化，执行了市场定价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 

采购设备、配件 厦门智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000,000.00 628,433.67 

购买商品 厦门美乐居商贸有限公司 100,000.00 3,349.06 

购买原材料 厦门市五百米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3,000,000.00 1,205,606.21 

购买信息服务 厦门市建潘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0.00 

购买咨询服务 德韬（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 283,018.86 

采购设备、配件、服务 厦门雷迅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000,000.00 2,318,719.18  

购买物业服务 厦门建潘德韬智慧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3,500,000.00 712,939.85 

注：除上表所列关联交易外，2020 年度因厦门市建潘集团有限公司办公楼装修，公司向其 

销售定制产品 105,513.78 元；公司为厦门华瑞中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服务收取 

378,334.63 元；公司向厦门雷迅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配件产品 8,664.04 元。 

(三)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21 年度预计金额 

采购设备、配件 厦门智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500,000.00 

购买商品 厦门美乐居商贸有限公司 100,000.00 

购买原材料、商品 厦门市五百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500,000.00 

销售商品 厦门市建潘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购买咨询服务 德韬（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 

采购设备、配件、服务 厦门雷迅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00 

销售软件 厦门雷迅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0 



提供服务 厦门华瑞中盈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 

购买物业服务 厦门建潘德韬智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000,0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厦门智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6 年 3 月 23 日 

注册资本：200 万元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洪文村石村桥头 86 号之二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塑胶制品、

金属材料、鞋帽、服装、木材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

的企业 

（二）厦门美乐居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 年 5 月 22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 386-2 号东方财富广场 B 栋 10 层 1004

单元 

经营范围：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奶粉）零售；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乳制品（含婴幼

儿配方奶粉）批发；其他散装食品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散装食品

零售；果品批发；蔬菜批发；肉、禽、蛋批发；水产品批发；肉、禽、

蛋零售；水产品零售；果品零售；蔬菜零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



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厨房、卫生间

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

学品）；五金产品批发；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

售；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其他日用品零售；五金零售；陶瓷、

石材装饰材料零售；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三）厦门市五百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12 月 25 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 90 号 1005 单元 

经营范围：互联网销售；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其他日用品

零售；日用家电设备零售；五金零售；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

批发；家用电器批发；五金产品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其他机械

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国内货运代理；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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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除外。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四）厦门市建潘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10 月 27 日 

注册资本：7,800 万元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 386-2 号东方财富广场 15 层 1504 单

元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提供企业营销策划服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其他机

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五）德韬（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7 月 23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大街 1 号院 6 号楼 20 层 1 单元 212303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

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六）厦门雷迅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 年 6 月 20 日 

注册资本：1,063.16 万元 

住所：厦门火炬高新区创业园伟业楼 N404 室 



经营范围：射频芯片、射频模块和射频系统的研发、设计及电子

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以上商品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加工射频芯片并提

供相关技术咨询与服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制、关联自然人担任董

事的企业 

（七）厦门华瑞中盈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2 月 18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93 号厦门国际

航运中心 C 栋 2 层 B 区 

经营范围：从事商业保理业务；提供企业营销策划服务；供应链

管理；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市场管

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社会经济咨询

（不含金融业务咨询）；市场调查；其他未列明的专业咨询服务（不

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八）厦门建潘德韬智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6 月 23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住所：厦门市同安区西洲路 3003 号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



输、处理服务；城乡市容管理；绿化管理；其他未列明清洁服务（不

含须经行政审批许可的事项）；建筑物清洁服务；提供机器、日用品、

器具及设备的专业清洗、清扫、消毒服务；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施工；

家庭服务；其他未列明居民服务业；管道和设备安装；电气安装；其

他未列明建筑安装业；其他未列明专业设备修理（不含需经许可审批

的项目）；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仪器仪表修理；停车场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其他未列明房地产业；

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商务信息咨询；社会经济咨询（不含

金融业务咨询）；其他未列明的专业咨询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

项目）；其他人力资源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提供企业

营销策划服务；医疗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药品信息服务、疾病诊疗及

其他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设计；专业化设计

服务；游览景区管理；公园管理；其他农牧产品批发（不含野生动物

经营）；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

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

技术推广服务；其他未列明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合同能源管理。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

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发生的采购设备、配件、原材料、物业服

务，销售商品、软件、服务等关联交易。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



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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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

务的开展和执行。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确定，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为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或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因此，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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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

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 2021 年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系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因此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且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所必需，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因此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且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