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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15        证券简称：欧普照明          公告编号：2022-017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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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生产经营所必须，

关联交易自愿平等公允，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

形成较大的依赖，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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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耀海、马秀慧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该议案。该议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资金往来均为

公司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公允定价，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一

致利益，公平合理，亦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关联董事均依法回避了表决，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董事会审

议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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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2021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本年年初至 2022

年 4 月 25 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1 

浙江山蒲照明

电器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以下简称

“浙江山蒲及

其子公司”） 

购买商品 740.00 800.44 146.35 - 

2 

浙江金陵光源

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金陵光源”） 

购买商品 7,600.00 6,922.54 1,377.31 - 

3 

江门金宏照明

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门

金宏”） 

购买商品 1,900.00 1,694.38 870.23 - 

4 

苏州欧普置业

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欧普

置业”） 

销售商品 150.00 3.94 0 - 

5 

苏州诚模精密

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苏州诚模”） 

购买商品 7,700.00 5,000.34 1,422.89  

提供委托

加工服务 
1,020.00 669.81 110.1 - 

出租房屋 2,020.00 1,401.88 431.47 - 

6 

上海欧值投资

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

欧值”） 

承租房屋 1,250.00 938.09 234.52 - 

7 

苏州欧普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欧普物业”） 

物业服务 1,850.00 1,406.59 461.99 - 

8 
珠海西默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3,000.00 2,386.90 732.78 - 

9 

苏州志普智能

电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苏州志普”） 

购买商品 2000.00 295.43 4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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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上海广如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广如投资”） 

承租房屋 300.00 - -  

合计 29,530.00 21,520.34 6,258.75  

注：2021 年预计金额的计算期间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作出之日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三）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预计 2022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金

额具体如下，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计算期间为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作出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上年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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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商品 
浙江山蒲及其

子公司 
1,500.00 800.44 0.82 - 

购买商品 金陵光源 12,000.00 6,922.54 6.65 - 

购买商品 江门金宏 3,000.00 1,694.38  1.68 - 

购买商品 
珠海西默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2,386.90 2.44 扩展合作 

销售商品 
珠海西默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28 0.01  

销售商品 欧普置业 500.00 3.94 0.00 - 

购买商品 苏州诚模 7,500.00 5,000.34 50.37 - 

提供委托加工

服务 
苏州诚模 800.00 669.81 94.39 - 

出租房屋 苏州诚模 2,600.00 1,401.88  61.50 - 

购买商品 苏州志普 8,000.00 295.43 5.34 扩展合作 

物业服务 欧普物业 1,800.00 1,406.59 72.09 - 

承租房屋 上海欧值 1,300.00 938.09 35.73 - 

承租房屋 广如投资 350.00 - -  

合计 46,350.00 21,620.62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4 

1、浙江山蒲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6 年 4 月 11 日 

注册资本：5,893.54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江涛 

住所：浙江缙云工业园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电光源、灯用电器附件、其他电子产品、塑料零件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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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缙云威斯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 18.30%，

欧普照明电器（中山）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19.00%，江涛持股占比 17.50%，其他

自然人股东持股占比合计 45.20%。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耀海担任浙江山蒲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6.3.3 第（三）项“关

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构成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处于持续经营状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

产为 96,282.51 万元，净资产为 64,389.63 万元，年营业收入为 66,006.99 万元，

净利润为 12,187.30 万元。 

 

2、浙江金陵光源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 年 11 月 29 日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志平 

住所：缙云县新碧街道碧发路 6 号（浙江金宏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内）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器制造；照明器具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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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照明器具销售；灯具销售；先进电力

电子装置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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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消毒器械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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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

构经营场所设在：生产地址：缙云县新碧街道碧发路 6 号；缙云县新建镇新寺路

158 号)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吴志平持股占比 90.00%，吴超持股占比 10.00%。 

关联关系：浙江金陵光源电器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马秀慧之姐夫

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6.3.3

第（三）项“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

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构成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处于持续经营状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总

资产为 11,847.60 万元，净资产为 3,768.89 万元，营业收入为 11,190.44 万元，净

利润为 392.50 万元。 

 

3、江门金宏照明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6 月 26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小娥 

住所：江门市江海区科苑西路 47 号 2 栋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灯饰产品、光源产品、电子产品、电气开关、

驱动电源、镇流器、五金制品、塑料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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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吴超持股占比 30.00%，吴创持股占比 30.00%，李小娥

持股占比 40.00%。 

关联关系：江门金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马秀慧之姐姐、外甥控制的企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6.3.3 第（三）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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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构成关联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江门金宏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4,753.07 万元，净资

产为 2,238.70 万元，营业收入为 6,127.61 万元，净利润为 40.99 万元。 

 

4、珠海西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07 月 23 日  

注册资本：3,050.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傅翔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新港路 99 号 1 栋第 18 层 1804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电气设备、消防设备及系统、节能照明产品、灯具、通讯设备的

生产及研发；计算机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相关技术服务；仪器仪表、电子元件、

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及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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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傅翔持股占比 32.81%，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持股占

比 18.66%，郑克林持股占比 16.33%。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6.3.3

第（三）项“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

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构成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处于持续经营状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

产为 11,636.48 万元，净资产为 6,814.22 万元，营业收入为 10,776.93 万元，净利

润为 110.36 万元。 

 

5、苏州欧普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 年 8 月 22 日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7 

法定代表人：马伟进 

住所：吴江区黎里镇南京路北、浦港路东侧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保洁服务；绿化养护；物业管理；

餐饮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房屋修缮；自有房屋租赁；住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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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欧普”）持

股占比 100%。 

关联关系：欧普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报告期内处于持续经营状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总

资产为 44,611.36 万元，净资产为 22,311.80 万元，营业收入为 379.68 万元，净

利润为-465.74 万元。 

 

6、苏州诚模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6 月 12 日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清发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汾杨路东侧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模具及零部件、五金制品和注塑件的生产销售；电子元件的销售；

模具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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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中山欧普持股占比 70%，宁波智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股占比 25%，南通恺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 5%。 

关联关系：苏州诚模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山欧普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苏州诚模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5,976.10 万元，净资

产为 16,614.06 万元，营业收入 15,343.44 万元、净利润-1,491.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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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州志普智能电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5 月 8 日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志鹏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汾杨路东侧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电机及其控制器、小家电、工业自动化设备控制器件的研发、制

造、销售；机械零部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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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李志鹏持股占比 80.00%，曹吉峰持股占比 20.00%。 

关联关系：苏州志普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马秀慧女士的近亲属李志鹏控制的企

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6.3.3 第（三）

项“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构成关联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苏州志普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490.07 万元，净资产

为 118.80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292.75 万元，净利润为-3.91 万元。 

 

8、苏州欧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7 月 31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马伟进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汾湖大道 55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保洁服务、家政服务、会展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

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绿化养护；房地产经纪服务；房屋租赁；房屋修缮；汽

车美容装潢服务、汽车租赁（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停车场服务；计

算机软硬件、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安防设备、智能设备的安装和维修；日用百

货、酒店用品、五金交电、生活用清洁用品的零售与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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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关联关系：欧普物业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山欧普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欧普物业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735.83 万元，净资产

为 547.64 万元，营业收入 1,421.18 万元、净利润 151.21 万元。 

 

9、上海欧值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2 月 3 日 

注册资本：12,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周土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 2800 号 N180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商务咨询（除经纪），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汽车租赁（不得从事融

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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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马秀慧持股占比 100.00%。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马秀慧控制的公司。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欧值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3,032.70 万元，净资

产为 6,656.47 万元，营业收入 941.56 万元、净利润-26.16 万元。 

 

10、上海广如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6 年 1 月 12 日 

注册资本：9,581.8696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 2800 号 N238 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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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马秀慧持股占比 98.00%，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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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比 2%。 

关联关系：广如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马秀慧女士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6.3.3 第（三）项“关联自然人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构成关联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广如投资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9,247.56 万元，净资

产为 7,464.55 万元，营业收入 255.87 万元、净利润-298.96 万元。 

以上关联公司均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包括购销商品、

房屋租赁、物业服务等交易事项。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合同中规定的交易价格、结算方式、

付款时间将按照合同签署时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则。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及市

场竞争力，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

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效益。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公开、

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

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