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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编号：临 2021-037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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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5%，按照有关规定，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调整，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发生的，交易公平，
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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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1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21 年 5 月 31 日
召开的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2021 年 11 月 2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情况为：3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增加与关联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真实、合理、公开，交易
价格公允。公司增加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符合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审
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审议过程中，相关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出具了事前认可
意见书。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增加与关联方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发生的，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合法的
经济行为，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按照有关规定，本次增加预计的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 5%，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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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对 2021 年与关联方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梳理，现根据市场情况
以及实际经营需求，公司增加 2021 年度与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
光服饰”）、江阴中盛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服饰”）、江阴金德冷链
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德冷链”）、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
光集团”）、江阴胜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海实业”）、江阴新桥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污水处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按产品和
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人

增加后
2021 本次增
2021 年
年度预 加预计
度预计金
计金额 金额
额

面料、毛
纺、水电、 阳光服饰 70,000 12,000
汽、租赁费
销售产品 水电、汽
或商品
水电、汽

中盛服饰

200

45

金德冷链

120

100

阳光集团

0

67

采购产品
原料
或商品

胜海实业

1,000

700

接受劳务 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
公司

750

70

租赁费

合计

/ 12,982

币种：人民币

增加原因

市场形势好转，根据实际
82,000 生产经营情况，向本公司
采购面料的需求增加
245 本年度汽价上涨
因业务发展，金德冷链本
年度水电、汽需求量增加
阳光集团因实际需求，向
67
本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等
根据业务订单需求，公司
1700
增加向胜海实业采购原料
公司本年度毛纺业务增
820 长，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污
水处理需求增加
220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阳光服饰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
住址：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428 号
注册资本：46146.959 万元
经营范围：服装、领带、票夹、皮带、围巾、手巾、手袋的制造、加工；服
装、纺织原料（不含籽棉）、纺织品、针织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第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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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阳光服饰总资产为 259912.56 万元，净资
产 55101.56 万元，2020 年 1 月至 12 月营业收入 324222.88 万元，净利润为 5109.37
万元。
2、关联关系
阳光服饰是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阳光服饰是公司多年合作客户，目前阳光服饰生产和经营
情况良好，财务状况良好，其应向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坏账。
4、2021 年公司预计与阳光服饰进行的销售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增加
12,000 万元，总金额大约 82,000 万元。
（二）中盛服饰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阴中盛服饰有限公司
住址：江阴市新桥镇新华路 25 号
注册资本：18729.63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高档服装；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及服装辅料、纺织原料(不
含籽棉)、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水暖配件、
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中盛服饰总资产为 110920.18 万元，净资
产 17744.94 万元，2020 年 1 月至 12 月营业收入 189264.52 万元，净利润为 473.18
万元。
2、关联关系
中盛服饰是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目前中盛服饰生产和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良好，履约
能力良好。
4、2021 年公司预计与中盛服饰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增加 45 万元，总金
额大约 245 万元。
（三）金德冷链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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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江阴金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住址：江阴市新桥镇马嘶东路 8 号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品）；冷库出租；外购蒸汽的供应；国际货运代理；装卸服务；食品、农副产
品的销售；工业制冰；餐饮管理服务；营养健康咨询；食品加工技术的咨询服务
及技术转让；组织餐饮文化交流活动；食品展览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金德冷链总资产为 1969.08 万元，净资产 1790.54
万元，2020 年 1 月至 12 月营业收入 965.38 万元，净利润为-52.44 万元。
2、关联关系
金德冷链是江苏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目前金德冷链生产和经营情况正常，其应向公司支付的款
项不会形成坏账。
4、2021 年公司预计与金德冷链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增加 100 万元，总金
额大约 220 万元。
（四）阳光集团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住址：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18 号
注册资本：195387.3 万元
经营范围：呢绒、毛纱、针织绒、绒线、羊毛衫、服装、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防静电工作服、防酸工作服、阻燃防护服）、针织品、装具、纺织工业专用设
备及配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染整；洗毛；纺织原料（不含籽棉）、
金属材料、建材、玻璃纺机配件、五金、电器、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
面接收设施和发射装置）的销售；饮用水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销售；矿泉水、
包装饮用水、饮料的生产、销售；光伏电站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光
伏电站系统建设；光伏发电；售电；光伏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零售。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阳光集团总资产 2,350,649.84 万元，净
资产 1,183,235.71 万元。2020 年 1 月至 12 月营业收入 1347,133.89 万元，净利
润为 99,549.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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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
阳光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分析：目前阳光集团生产和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良好，履约
能力良好。
4、2021 年公司预计与阳关集团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向其提供房屋租赁）
金额增加 67 万元，全年公司向其提供房屋租赁及公司租用其土地关联交易总金额
大约 298.65 万元。
（五）胜海实业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阴胜海实业有限公司
住址：江阴新桥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9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特种纤维。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胜海实业总资产为 13782.47 万元，净资
产 7821.5 万元，2020 年 1 月至 12 月营业收入 12875.18 万元，净利润为-695.48
万元。
2、关联关系
胜海实业是公司参股 10%的参股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目前胜海实业生产和经营情况正常，多年业务往来中从未
拖欠公司款项，其应向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坏账。
4、2021 年公司预计与胜海实业进行的采购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增加 700
万元，总金额 1700 万元，全年采购和销售预计总金额 2700 万元。
（六）污水处理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阴新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住址：江阴市新桥镇工业园区（雷下村）
注册资本：1489.8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污水综合处理；污水处理技术、运行托管服务；污泥脱水、
干化处理服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污水处理公司总资产为 5493.03 万元，净资产 968.86
万元，2020 年 1 月至 12 月营业收入 2169.60 万元，净利润为 326.46 万元。
2、关联关系
污水处理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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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目前污水处理厂生产和经营情况良好，多年业务往来中从
未拖欠公司款项，履约能力良好。
4、2021 年公司预计与污水处理厂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增加 70 万元，总
金额大约 820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公司向关联公司销售产品或商品的定价原则：根据市场价格确定面料
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供用电的价格；根据江阴市物价局规定的工业用蒸汽的
价格确定供用汽的价格。
（二）公司向关联公司采购产品或商品的定价原则：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转移情况。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阳光服饰、中盛服饰、金德冷链、
阳光集团签订了《2021 年度供用水电框架协议》、《2021 年度供用汽框架协议》、
《2021 年度供用毛纺框架协议》、《2021 年度供用面料框架协议》、《租赁协议》
等，约定公司分别向其提供生产所需水电、汽、毛纺、面料、房屋租赁等。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胜海实业、污水处理公司签订
了《2021 年度采购原料等框架协议》、《2021 年度供用汽框架协议》、《2021 年
度污水处理框架协议》等，约定公司分别向其采购原料、接受其提供的污水处理
服务。
交易价格：依据上述定价原则确定。
结算方式：货币资金。
协议有效期限：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转移情况。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和关联方发生的销售产品或商品、采购产品或商品、接受劳务等交易属
于公司正常经营往来，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是基于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需
要。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公平、公正，交易
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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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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