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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26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1-057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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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测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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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事会表决情况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测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是为满足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业务需要，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3、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而发

生，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4、《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测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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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元 

注：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与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圣雪大成

唐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发生日常交易。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0年预计金

额  

2020 年实际发

生的金额 

采购商品

和接受劳

务 

德清奥华能源有限公司 原辅料、

工程物资 

12,000,000.00 16,061,374.31 

 

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原辅料 8,000,000.00 9,028,820.39 

升华集团德清奥华广告有限公司 原辅料 70,000.00 100,775.37 

浙江省轻纺供销有限公司 原辅料 1,000,000.00 1,282,672.12 

小计  21,070,000.00 26,473,642.19 

出售商品 

和提供劳

务 

浙江华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蒸汽 2,500,000.00 3,960,222.20 

浙江云峰莫干山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蒸汽 300,000.00 377,627.52 

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电、蒸汽 150,000.00 246,378.20 

浙江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电、蒸汽 800,000.00 972,086.75 

浙江云峰莫干山地板有限公司 蒸汽 13,000.00 18,945.16 

小计  3,763,000.00 5,575,259.83 

资产租赁 

浙江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房屋及建

筑物土地

使用权 

700,000.00 607,657.14 

资产承租 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及建

筑物机器

设备 

750,000.00 124,287.12 

 合计  26,283,000.00 32,780,846.28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2021年预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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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年实际发生

金额（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采 购

商 品

和 接

受 劳

务 

河 北圣

雪 大成

制 药有

限 责任

公司 

原辅料 8,000,000.00 1.39 1,149,977.50 9,028,820.39 2 

出 售

商 品 

和 提

供 劳

务 

浙 江伊

科 拜克

动 物保

健 品有

限公司 

电、蒸汽 1,000,000.00 0.43 277,369.89 972,086.75 0.42 

资 产 浙 江伊 房 屋 及 700,000.00 100 202,552.40 607,657.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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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德清奥华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小妹，注册资本：1,000万

元，注册地址：德清县钟管镇龙山路8号，经营范围：煤炭销售(无仓储),金属

材料及其制品(除贵稀金属)、五金、普通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建筑材料、化

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日用品的批发零售。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德清奥华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618.73万元，净

资 产为1,240.59万元；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4,629.24万元，净利润为

148.01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20年2月29日，德清奥华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35.21万元，净资

产为1,252.32万元；2020年1-2月主营业务收入为1,657.01万元，净利润为24.55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自2020年2月20日起不构成公司关联方。 

（2）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刘铁军，注册资本：

4,699.5196万元，注册地址：石家庄市栾城区圣雪路50号，经营范围：原料药[土

霉素、盐酸土霉素、硫酸链霉素（生产地址为：“栾城区富强西路17号”)]、

兽药(硫酸链霉素、土霉素、盐酸土霉素、硫酸粘菌素)、预混剂(土霉素钙、金

霉素）、饲料添加剂（维生素I：VB2）、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原

料药及制剂、医药中间体、化学试剂及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

制毒化学品除外）的销售；机电仪器安装、检定、检修；包装材料、办公用品、

劳保用品、环保产品、日常百货、家居用品、服装、建材、通讯器材（地面卫

星接收设施除外）、电子产品、监控设备、塑橡制品、办公家具、润滑油、五

金、仪器仪表、机械设备、电器机械及零配件、钢材、铝材及其制品、有色金

属、土畜产品、粮食、食品、食品添加剂、农副产品的经营；发酵提取物（石

家庄市政府禁限产业除外）生产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农药、兽药、中

成药、生物制品、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及制剂、消毒剂、杀虫剂的技术开发、

租赁 科 拜克

动 物保

健 品有

限公司 

建 筑 物

土 地 使

用权 

合计  9,700,000.00  1,629,899.79 10,608,5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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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138,192.74万元，净资产为51,532.99万元；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69,156.09

万元，净利润为4,599.04万元（数据经审计）。 

（3）升华集团德清奥华广告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钱小妹，注册资本：1,800

万元，注册地址：钟管镇龙山路8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广告制作；广告设

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五金产品批发；

金属材料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

刷；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升华集团德清奥华广告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556.71 

万元，净资产为1,094.92万元；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1,199.34万元，净利

润 为1,037.23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20年2月29日，升华集团德清奥华广告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47.45万

元，净资产为1,110.13万元；2020年1-2月主营业务收入为103.52万元，净利润

为18.45万元（数据未经审计）。自2020年2月20日起不构成公司关联方。 

（4）浙江华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竺增林，注册资本：7,500万

元，注册地址：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山水渡，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氧化铁颜

料、涂料（除化学危险品），非配额许可证管理、非专营商品的收购出口业务，

热电联产。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浙江华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4,300.96万

元， 净资产为29,640.22万元；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48,462.06万元，净利

润为 1,955.10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20年2月29日，浙江华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7,450.95万元，

净资产为29,249.14万元；2020年1-2月主营业务收入为3,924.42万元，净利润

为-362.31万元（数据未经审计）。自2020年2月20日起不构成公司关联方。 

（5）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顾水祥，注册资本：9,500

万元，注册地址：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横塘桥工业区，经营范围：一般项目：

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家

具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地板销售；人造板制造；人造板销售；初级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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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品牌管理。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2,957.89 

万元，净资产为21,235.81万元；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27,486.28万元，净

利 润为8,861.48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20年2月29日，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5,017.78

万元，净资产为20,327.51万元；2020年1-2月主营业务收入为1,239.24万元，

净利润为-122.76万元（数据未经审计）。自2020年2月20日起不构成公司关联

方。 

（6）浙江云峰莫干山地板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陈剑，注册资本：10,000

万元，注册地址：德清县钟管镇工业区，经营范围：木质地板、胶合板、贴面

板、木门及竹、木制品的生产、销售，本公司生产产品及胶黏剂和其他装饰材

料（以上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五金及配件、防潮膜、PVC塑料地板

的销售，地板安装，品牌管理服务，会务服务，货物进出口。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浙江云峰莫干山地板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3,899.49万 

元，净资产为10,331.87万元；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21,671.50万元，净利

润 为1,060.47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20年2月29日，浙江云峰莫干山地板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3,192.97万

元，净资产为10,004.52万元；2020年1-2月主营业务收入为926.62万元，净利

润为-80.85万元（数据未经审计）。自2020年2月20日起不构成公司关联方。 

（7）浙江云峰莫干山装饰建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施红良，注册资本：

3,000万元，注册地址：浙江省德清县钟管工业区，经营范围：重组装饰材、装

饰单板及其他木制品制造、经销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

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本企业的加

工贸易和补偿贸易业务；品牌管理服务。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浙江云峰莫干山装饰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9,591.57 万元，净资产为7,895.35万元；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13,478.93

万元，净利润为2,101.02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20年2月29日，浙江云峰莫干山装饰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140.30

万元，净资产为7,160.17元；2020年1-2月主营业务收入为721.15万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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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2.87万元（数据未经审计）。自2020年2月20日起不构成公司关联方。 

（8）浙江省轻纺供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郭蕴华，注册资本：3,000万

元，注册地址：杭州市梅花碑8号，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的销售（凭许可证经

营），不带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煤炭（无储存）、贵金属、燃料油（不含成品油及危化品）、金属材料、木材、

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制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纸、

纸浆、机电设备、汽车配件、轻工业用油及油脂（除石油制品及危险品）、废

纸、针织品、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干茧、白厂丝、丝织品、服装、初级

食用农产品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外经贸部批文）；轻纺机械行

业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期货、证券）服务。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浙江省轻纺供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1,667.49万元， 

净资产为11,922.96万元；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183,300.68万元，净利润为 

4,170.97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20年2月29日，浙江省轻纺供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3,054.94万元，

净资产为12,046.28万元；2020年1-2月主营业务收入为7,422.89万元，净利润

为123.32万元（数据未经审计）。自2020年2月20日起不构成公司关联方。 

（9）浙江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沈德堂，注册资本：

5,000万元，注册地址：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工业区，经营范围：粉剂/预混剂

兽药生产，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猪用绑带、饲料添加剂及兽药（兽用生物

制品除外）的批发（不含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禁止类内容；不含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生产经营的商品；

涉及专项审批或需凭资质、许可、产品批准文号生产经营的，在获得批准或取

得资质、许可证、产品批准文号后生产经营）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浙江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6,910.77万元，净资产为16,067.62万元；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41,777.70

万元，净利润为9,085.64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德清奥华能源有限公司 受浙江升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升华集团德清奥华广告有限公司   受浙江升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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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受浙江升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浙江云峰莫干山地板有限公司 受浙江升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浙江云峰莫干山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受浙江升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浙江华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受浙江升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浙江省轻纺供销有限公司 过去 12 个月内曾受浙江升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联营企业 

河北圣雪大成唐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之子公司 

浙江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公司联营企业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自2015年7月1日所持本公司

股权比例变更后为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自2019年2月20日所持本公司

股权比例变更后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夏士林先生为浙江升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原董事沈德堂担任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公司董事陈希担任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浙江

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原董事沈德堂担任浙江

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董事。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未发生违约情形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支付等履约能力正常，未发生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1、实行政府定价的，适用政府定价；  

2、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

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以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以参考关联方与独

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

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交易均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交易各方严格按照相关协

议执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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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监事会决议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