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简称：*ST 广珠

证券代码：600382

编号：临 2022-065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及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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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均属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生产经营中正常的购销往来和租赁等服务，
符合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
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与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交
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广东明珠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为进
一步加强对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有效管控，实现日常关联交易规范运作，公司基于日常
经营需要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预计，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认为：公司对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预计是因正常的经营
需要而发生的，所有交易均与相应的交易方签订书面协议，交易各方按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参考市场行情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据此，一致同意将《关于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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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所有交易
均与相应的交易方签订书面协议，交易各方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考市场行情协
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公司2022年预计关联交易是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基于正常经
营需要而发生的日常性预计关联交易，具有其必要性。所有关联交易均与相应的交易方签
订书面协议，交易各方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考市场行情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43,172,554.13 元，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额为 43,390,660.96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广东大顶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明珠置业有限公司
广东明珠养生山城有限公司
广东众益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预计金 2021 年度实际发
额
生金额

31,404,791.86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差异不大，部分商品
按实际结算执行或
30,298,901.78
转入 2022 年继续执
行

100,713.62

100,713.62

无差异

19,812.34

19,812.34

无差异

6,234.52

6,234.52

无差异

7,444,991.45

差异不大，部分商品
按实际结算执行或
6,736,777.31
转入 2022 年继续执
行

208,227.99

207,927.09

差异不大，部分商品
按实际结算执行

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

11,774.70

11,774.70

无差异

广东明珠养生山城茶文化产业链有
限公司

83,754.90

83,754.90

无差异

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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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宁市明珠特色农业有限公司

19,378.75

19,378.75

无差异

实际发生额大于预
计额是因为公司在
2,877,214.60 2021 年内调整了租
金调整、收取了租金
逾期滞纳金

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

2,112,066.00

兴宁市明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600.00

9,600.00

无差异

187,200.00

187,200.00

无差异

11,520.00

11,520.00

无差异

201,120.00

201,120.00

无差异

16,800.00

16,800.00

无差异

5,472.00

4,560.00

提前终止合同

24,480.00

24,480.00

无差异

0

3,880.00

2021 年内新签合同

1,284,591.00

1,628,293.00

2021 年下半年公司
业务量增加

2,450.00

2,450.00

无差异

17,575.00

17,575.00

无差异

广东明珠养生山城有限公司
向关联公
司提供租 广东明珠养生山城茶文化产业链有
赁房产服 限公司
务
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
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宿舍)
广东明珠置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兴宁市明珠酒店有限公司
向关联公 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司采购
兴宁市明珠富拓实业有限公司
茶、酒、
饮用水等 广东众益福本真生活家产业链有限
公司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广东明珠置业有限公司
劳务

合计

0

43,172,554.13

2021 年公司推动实
施了重大资产重组，
该交易方案中包括
公司向广东大顶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购
买其经营性资产包
1,206,000.00 并 注 入 广 东 明 珠 集
团矿业有限公司。广
东大顶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在 2021 年度
与广东明珠置业有
限公司存在日常关
联交易。
43,675,967.61

三、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根据近年关联交易发生情况及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公司 2022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具
体预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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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向关联
公司提
供租赁
房产服
务

向关联
公司采
购茶、
酒、饮
用水等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广东省兴宁市明珠酒
店有限公司

23,280.00

3,880.00

相关交易合同于
2021 年 10 月签订并开始执行。

兴宁市明珠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9,600.00

9,600.00

无变化。

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
有限公司

3,892,800.00

2,877,214.60

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
销售有限公司

328,257.00

201,120.00

增加了 2022 年新签合同。

广东明珠养生山城有
限公司

187,200.00

187,200.00

无变化。

11,520.00

11,520.00

无变化。

16,800.00

16,800.00

无变化。

24,480.00

24,480.00

无变化。

67,716.00

0

2,690,000.00

1,628,293.00

广东明珠养生山城茶
文化产业链有限公司
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
限公司
广东明珠置业有限公
司
兴宁市东成物资回收
有限公司
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
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
有限公司

178,681.59

广东明珠置业有限公
司

1,281,600.00

合计

租金调整。

2022 年拟新签合同。

2021 年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
重组，整体业务接待需求增加。

2022 年仅执行原有合同，因此，
本次预计金额为上年度合同未发
6,736,777.31
货余额，按实结算执行完毕后，
即终止。
1,206,000.00 合同金额调整

8,711,934.59

12,902,884.91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广东省兴宁市明珠酒店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张伟标
注册地址：兴宁市兴城兴田路十二层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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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60,000,000.00 元
经营范围：中餐类制售、旅馆业；销售百货；出租写字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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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伟标控制的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36,483.57
万元，净资产为 4,014.76 万元，营业收入为 0.6 万元，净利润为-1,102.12 万元。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根据关联方注册资本、主要财务指标或经营情况等判断，其履约
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存在履约风险。

（二）兴宁市明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伟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18,000,000.00 元
注册地址：兴宁市兴城官汕路赤巷口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大楼二楼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贸易（法律、法规限制及有专项规定的商品除外）、工商企业投
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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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伟标控制的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61,768.60
万元，净资产为 4,197.35 万元，营业收入为 90.72 万元，净利润为 41.84 万元。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根据关联方注册资本、主要财务指标或经营情况等判断，其履约
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云龙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473,190,000.00 元
注册地址：兴宁市兴城司前街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白酒、黄酒、其他酒（其他发酵酒、配制酒、其他蒸馏酒）
（食品生产、销售）；生产、采购酿酒原辅材料；茶、酒文化推广、展览、培训；餐饮服
务；旅馆业（酒店）；农业旅游观光；茶叶、大米加工（食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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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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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坚力控制的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96,681.47
万元，净资产为 153,173.50 万元，营业收入为 3,463.91 万元，净利润为-4,218.37 万元。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根据关联方注册资本、主要财务指标或经营情况等判断，其履约
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四）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云龙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80,000,000.00 元
注册地址：兴宁市赤巷口广东明珠技术大楼七楼
经营范围：食品销售；酒类经营；餐饮服务；国内贸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坚力控制的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41,070.32
万元，净资产为 36,500.32 万元，营业收入为 3,213.20 万元，净利润为-743.03 万元。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根据关联方注册资本、主要财务指标或经营情况等判断，其履约
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五）广东明珠养生山城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坚力
注册地址：广东省兴宁市赤巷口广东明珠技术大楼七楼
注册资本：1,100,000,000.00 元
经营范围：生态环境养生项目开发，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国内贸易；园林绿化、林木
种植；销售：矿山设备、矿产品、粮食；汽车自货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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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坚力控制的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571,438.55
万元，净资产为 124,218.06 万元，营业收入为 2,156.75 万元，净利润为 122.10 万元。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根据关联方注册资本、主要财务指标或经营情况等判断，其
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存在履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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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广东明珠养生山城茶文化产业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峰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0,000.00 元
注册地址：兴宁市官汕路 99 号明珠集团技术中心大楼七楼
经营范围：种植、销售花木、果蔬、油茶、粮食；食品生产、销售：销售工艺品、茶
具：经营茶道、茶艺；门票旅游景点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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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坚力控制的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722.09
万元，净资产为 1,566.17 万元，营业收入为 330.90 万元，净利润为-7.27 万元。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根据关联方注册资本、主要财务指标或经营情况等判断，其履约
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存在履约风险。

（七）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坚力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90,000,000.00 元
注册地址：兴宁市兴城官汕路赤巷口（广东明珠技术大楼七楼）
经营范围：健康养生项目与休闲旅游项目的建设、投资；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
管理；贸易业；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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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坚力控制的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80,407.28
万元，净资产为 126,752.87 万元，营业收入为 8,597.35 万元，净利润为-843.78 万元。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根据关联方注册资本、主要财务指标或经营情况等判断，其履约
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存在履约风险。

（八）广东明珠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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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兴宁市兴南大道兴南华府东区 5 栋 21、22、23 卡一二层商铺
注册资本：10,000,000.00 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不动产）开发与销售；商业服务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建筑材料采
购；房屋租赁经营；信息咨询与服务；物业管理与服务；旅游资源开发及经营；酒店经营
管理；投资兴办实业；贸易业；房地产中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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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坚力控制的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8,320.19
万元，净资产为 826.40 万元，营业收入为 331.79 万元，净利润为-65.08 万元。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根据关联方注册资本、主要财务指标或经营情况等判断，其履约
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存在履约风险。

（九）兴宁市东成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赖伟东
注册地址： 兴宁市新陂镇茅塘 205 国道旁
注册资本： 12,000,000.00 元
经营范围：废旧金属、废旧物资回收；机械设备、机电、交电、建材商品购销；物业
管理；旧机动车交易；代理机动车过户手续；旧机动车中介服务；房屋设备租赁。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坚力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8,880.39
万元，净资产为 413.09 万元，营业收入为 332.48 万元，净利润为 30.70 万元。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根据关联方注册资本、主要财务指标或经营情况等判断，其履约
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存在履约风险。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采购/出售产
品、提供房屋租赁等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均根据市场情况、正常经营需要
在遵守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的前提下，与对方协商确定交易内容和交易金额，在达成实
际交易前与关联方签订相应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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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主要为与日常经营相关的采购/出售产品、提供房屋租赁等
业务，所有交易均与相应的交易方签订书面协议，交易各方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参考市场行情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生产经营中正常的购销往来和租赁等服务，
符合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
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与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交
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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