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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21-019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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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性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等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公司持续经营不产生不利影响，对关联方不存

在任何依赖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2第（三）项的规定，在披

露年报之前，按类别对公司当年度将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合理预计，并根

据预计结果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本年年初

至 2021年 3

月末与关

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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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货物 

成都北方化学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 
6,500.00 963.69 1,932.49  0.21  

利用其原料渠

道采购 

上海七彩云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3,000.00 0 1,611.68  0.17  

利用其线上平

台采购产品 

浙江吉泰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0 14.18 40.86  0.004  

采购业务上存

在新的合作 

向关联方

购买租赁

业务 

浙江龙盛薄板有限公司 806.36 0 0 0 租赁办公楼 

向关联人

购买燃料

和动力 

浙江龙盛薄板有限公司 16.00 0 13.61  0.001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绍兴市上虞众联环保有

限公司 
5,600.00 1,051.25 4,814.55  0.52   

向关联方

提供租赁

业务 

绍兴市上虞众联环保有

限公司 
11.00 0 10.52  0.001   

向关联人 浙江龙盛薄板有限公司 6,400.00 1,376.90 5,777.82  0.37   



第 2 页 共 6 页 

销售产

品、能源 

上海衡封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4,000.00 231.13 - -  

上海七彩云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7,000.00 1,068.63 6,428.22  0.41   

浙江吉泰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0 61.47 159.43  0.01  

销售业务上存

在新的合作 

成都北方化学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 
200.00 0 924.88  0.06   

中轻化工绍兴有限公司 1,000.00 220.01 1,003.71  0.06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重庆百能达普什汽车零

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800.00 681.62 102.41  0.01   

浙江龙盛薄板有限公司 6.00 0 5.96  0.0004   

在关联方存

款、结构性

存款等余额

不超过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单日最高

存款余额

56,418.54 

单日最高

存款余额

44,810.95 

占合并报

表货币资

金余额

6.75% 

考虑到上虞房

产 项 目 的 开

展，本地商业

银行的合作会

加大。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成都北方化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情况如下: 

住所：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 355号 3 栋 1单元 6层，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仁成，注册资本：970 万元。经营范围：销售：化工原料

及产品（不含危险品）、煤炭、塑料橡胶制品、针纺织品、建筑材料（不含油漆）、

五金交电、涂料、天然橡胶、天然乳胶、纺织原料及产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

批发零售危险化学品（品种详见许可证，不带储存经营，仅限票据交易）；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因该公司系本公司直接持股 38%的联营企业，且公司董事贡晗持股 15%而构

成关联关系。 

2、上海七彩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情况如下: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双联路 158 号 2层 B区 227室，企业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徐长进，注册资本：3703.7004万元。经营范围：电子

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化工设备，设计、制

作、代理各类广告，会展服务，会务服务，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网页设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

货运代理（除危险化学品），第三方物流服务（不得从事运输，除危险化学品），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89772730-c80422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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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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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该公司系本公司直接持股 5%的联营企业而构成关联关系。 

3、浙江吉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情况如下: 

住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 8 号，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新，注册资本：12502万元。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

推广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产：电子化学品、有机溶

剂，管式重氮工艺生产二氟硝基苯；生产：3，4，5-三氟溴苯、2，4-二氯-5-

氟苯乙酮；生产：氯化钾（90%）1917 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技术进出口；货物

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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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因该公司系本公司直接持股 20%的联营企业，且公司董事姚建芳、副总经理

何旭斌任该公司董事而构成关联关系。 

4、浙江龙盛薄板有限公司情况如下: 

住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王闯，注册资本：2900 万美元。经营范围：冷轧产品、特钢产品、冷

硬产品,热镀锌产品,彩涂产品及氯化亚铁铝的生产和销售;回收鲁兹纳工艺产生

的氧化铁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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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75%股权，而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受

控股股东成员阮伟祥控制，同时阮伟祥任该公司董事长而构成关联关系。 

5、绍兴市上虞众联环保有限公司情况如下: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类型：有限责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阮金木，注册资本：1000 万元。经营范围：一般工业固

废的收集、填埋处理；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焚烧、填埋处置（凭有效《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经营）；货运：普通货物运输、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危险废

物）（剧毒化学品除外）（凭有效《道路货运经营许可证》经营）、蒸汽供应；动

物无害化处理（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固体废物处置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土壤污

染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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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0%股权，而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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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成员阮伟祥控制，且公司董事卢邦义任该公司董事而构成关联关系。 

6、上海衡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情况如下: 

住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秋实路 688 号 1号楼 5单元 253室 H座，企业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军，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

从事新材料科技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化工原

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

品），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电动工具，耐火材料及制品，建筑材料，塑胶制品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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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该公司系本公司于 2021年 1月 8日签署《增资及股东协议》，注册资本将

增至 1250万元，公司将直接持股 20%的联营企业而构成关联关系。 

7、中轻化工绍兴有限公司情况如下: 

住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余水兵，注册资本：3,874.7609 万元。经营范围：生产：磺化产品（除化学危

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批发、零售：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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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该公司系本公司联营企业中轻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间接持股25%）

而构成关联关系。 

8、重庆百能达普什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情况如下: 

住所：重庆市两江新区康美街道礼洁路 9号，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闫庆禹，注册资本：800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

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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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金属材料批发，模具制造，机械设备租

赁，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机械设备批发，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金属成形机床制造，其他化工产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因该公司系本公司联营企业（间接持股 37.5%）而构成关联关系。 

9、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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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德盛路 55号，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

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林时益，注册资本：102,094.5115 万元。经营

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

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总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

事同业拆借；外汇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

国银监委批准的其他业务（详见金融许可证）。 

因本公司持有该公司总股本 8.637%的股份，且公司董事长阮伟祥任该公司

董事而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成都北方化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是利用其采购优势，公司根据市场

价格向其采购活性炭、烟煤以及其他化工中间体等，并向其销售间苯二胺产品用

于扩大市场。 

2、上海七彩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要是作为一个染料贸易互联网平台，公

司通过其进行线上销售，以及向其采购部分小产品后再搭配销售。 

3、浙江吉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龙盛工业园区附近，公司根据市场价

格向其采购亚硝酰硫酸(高浓)，并销售 98酸、发烟硫酸等给该公司。 

4、浙江龙盛薄板有限公司位于龙盛工业园区附近，公司租用一幢办公楼作

为办公用，另外公司根据市场价格销售水、电、汽给该公司。 

5、绍兴市上虞众联环保有限公司作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危险废

物的收集、贮存、焚烧、填埋处置的一家公司，公司通过其进行合法的固废处理。 

6、上海衡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新材料公司，有其一定的市场渠

道，公司销售树酯产品给该公司以拓展市场。 

7、中轻化工绍兴有限公司位于龙盛工业园区内，公司根据市场价格销售水、

电、汽给该公司。 

8、重庆百能达普什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同一个工业园区可就近向

其提供劳务。 

9、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所在地的地方商业银行，公

司部分子公司通过该银行发放工资结算，以及部分存款、结构性存款等。 

（二）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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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协议定价，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按上述价格交易；无政府指导

价的，根据货物的市场价格交易；无可参考的市场价格的，原则上按照实际成本

加合理的利润确定。公司在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结构性存

款等，在遵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双方协商确定利率。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旨在实现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资源优势互

补，有利于公司降低采购成本和拓宽货物的销售渠道，具有必要性和持续性。 

2、关联交易公允性：关联交易价格有公允的定价原则，符合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和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相

当小，因此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