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257        证券简称： 大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4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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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子公司预计 2022 年度与关联人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求，符合法律

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关联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下

合理进行的，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重

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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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关联董事罗订坤

先生回避了表决，并获得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前告知公司独立董事，获得认可后

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是在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进行，程序合法有效，交易行为真实合理，未损害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是以 2021 年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额及 2022 年经营计划为基础，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

则，公允定价，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利益。该议案的审议、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造成影响，公司的主要业

务亦未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因此，我们同意

该议案。 

3、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人 

2021年预计发生

金额（含税） 

2021年实际发生

金额（含税） 

1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 1,200 1,127.52 

2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230 71.17 

3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大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100 77.31 

4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常德市三棱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13 13.76 

5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湖南宗正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 
20 14.16 

6 向关联人承租资产 
湖南泓杉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30 86.90 

合计 1,693 1,390.82 

4、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的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人 
2022年预计发生

金额（含税） 

1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 1,151 

2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 
80 



  

3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大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 
80 

4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常德市三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5 

5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湖南宗正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15 

6 向关联人出租资产 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 49 

7 向关联人承租资产 湖南泓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0 

合计 1,48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海制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01865034574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7 年 04 月 10 日  

注册资本：8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晓贵  

住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镇崇德居委会三组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品原料及制剂、中药饮片、医疗器

械、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化妆品、香囊、洗涤剂及消毒液（不

含危险化学品）的制造与销售；中药材种植、收购、加工与销售；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进出口贸易（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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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泓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18650672XC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7 年 01 月 16日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罗祖亮 



  

企业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 158 号阳光新城 B1-1-501 号 

经营范围：能源环保、智能系统、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投资及管理；智能系统设备、机电设备

的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批准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

营。） 

（3）大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湖产业投资集

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0338380506D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03-25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罗祖亮  

企业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穿紫河街道办事处朝阳路社区

居委会武陵大道泓鑫城市花园 197 号 4 栋 202室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进行生态农业、互联网、生物技术、智

能科技、能源、环保、交通项目的投资（不含金融、证券、期货的

咨询，不得从事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短期财务性投资及面对特定

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

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企业活动

组织与策划；健康管理服务；旅游项目开发；体育文化交流；餐饮

管理服务；体育用品及器材（不含弓弩）、文化用品、建筑装饰材

料、机电产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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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常德市三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棱物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07431928086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0 年 09 月 14日  

注册资本：5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芳 



  

企业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穿紫河街道朝阳路社区武陵大

道 197 号 

经营范围：小区物业管理、家政服务；代理业主房屋招商与租

赁、物业管理顾问与咨询。 

（5）湖南宗正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正保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0081359751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10-14 

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游成孝  

企业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丹阳街道建民巷社区建设路泓

鑫名都桃林小区 4栋 106 室 

经营范围：凭保安服务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门卫、巡逻、守

护、押运、随身护卫、安全检查、安全技术防范等服务；专业停车

场服务；安防工程设计施工；保安设备、消防器材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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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湖南泓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杉资产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0329451720Y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03-09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游成孝  

企业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丹阳街道办事处建民巷社区建

设中路 348 号（泓鑫名都桃林 4 栋 106 室）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进行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及工程项

目、农业、林业、牧业、渔业项目、酒店的投资（不含金融、证券、

期货的咨询，不得从事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短期财务性投资及面

对特定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

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



  

期货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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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西藏泓杉，实际控制人为罗祖亮先生，大湖

产业投资集团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罗祖亮控制的公司。德海制药为

大湖产业投资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宗正保安为大湖产业投资集团的

全资孙公司，三棱物业和泓杉资产公司为西藏泓杉的全资孙公司。

故上述六家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的

关联方情形，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是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其生产经营

稳定，财务状况良好，与本公司的交易均能正常结算，具有良好的

履约能力。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1、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其子公司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拟于上述关联方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1,480 万元，进行的关联交易包

括购买产品、销售商品、接受劳务、租赁房屋场地等。 

2、交易原则  

（1）交易的定价原则及方法  

①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如国家有定价的按国

家定价执行，国家没有定价的按市场价格执行。  

②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销售

业务，将执行与其他经销商相同的销售政策，即符合同产品在同时

期的市场普遍价格水平，或处于与类似产品相比的正常价格范围。 

（2）交易的数量与价格  

公司及其子公司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拟与上述关联方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1,480 万元。在此范围内交易双

方签订具体合同约定实际交易数量和价格，计算交易金额。  



  

（3）交易价款结算  

通过银行转账或协议约定的方式结算。  

（4）协议及合同生效条件  

在本次关联交易授权的范围内，具体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及其

子公司和关联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盖章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 2022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

交易价格依照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

润来源不依赖上述关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