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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17-019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 2016 年实际情况并结合 2017 年度经营计划，公司预计 2017 年向关

联人销售产品金额为 502 万元；预计 2017 年向关联人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金额

为 820 万元。2016 年，公司实际向关联人销售产品金额为 227.27 万元；向关

联人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金额为 589.92 万元。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5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董事许敏田、许鸿峰、王建忠、施召阳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 2017 年度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 

叶志南 水泵 市场价 380.00 29.89 226.58 

温岭市新世界

国际大酒店 
水泵 市场价 1.00 0.54 0.62 

温岭市大溪天

明泡沫厂 
水泵 市场价 1.00 0.6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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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TECH 

DEVELOPME

NT PTY LTD 

水泵 市场价 120.00 0 - 

小计 502.00 31.03 227.27 

向关联方采

购产品和接

受劳务 

温岭市新世界

国际大酒店 

酒店及

餐饮服

务 

市场价 200.00 35.16 126.32 

温岭市方山旅

游投资有限公

司 

酒店及

会务服

务 

市场价 10.00 1.80 1.79 

温岭市大溪天

明泡沫厂 
泡沫 市场价 60.00 6.65 38.66 

温岭市詹氏包

装有限公司 
木箱 市场价 550.00 105.05 423.15 

小计 820.00 148.66 589.92 

注：交易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 关 联

方 销 售

产品 

叶志南 水泵 226.58 330.00 31.34 

巨潮资讯网，

《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

号：2016-018） 

 

温岭市新世界

国际大酒店 
水泵 0.62 0.60 -3.33 

温岭市大溪天

明泡沫厂 
水泵 0.07 3.00 97.67 

小计 227.27 333.60 31.87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产 品 和

接 受 劳

务 

温岭市新世界

国际大酒店 

酒店及

餐饮服

务 

126.32 260.00 51.42 

温岭市方山旅

游投资有限公

司 

酒店及

会务服

务 

1.79 10.00 82.10 

温岭市大溪天

明泡沫厂 
泡沫 38.66 80.00 51.68 

台州鑫特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 
原材料 0 50.00 100.00 

温岭市詹氏包

装有限公司 
木箱 423.15 600.00 29.48 

小计 589.92 1000.00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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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叶志南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佩华女士之舅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1.5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温岭市新世界国际大酒店 

住所：温岭市大溪镇方山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许鸿峰 

注册资本：1,938 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住宿、餐饮等业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许敏田之父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0,602,724.17 元，净资产 31,360,914.89

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28,671,202.62 元，净利润 987,565.88 元。（数据未

经审计） 

3、温岭市方山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温岭市太平街道三星大道 158 号 14 楼 

法定代表人：范永廉 

注册资本：1,600 万元 

主营业务：旅游投资、项目投资、企业资产管理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许敏田担任该公司董事，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9,673,616.63 元，净资产 11, 863,674.63

元。（数据未经审计） 

4、温岭市大溪天明泡沫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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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温岭市大溪镇塘岭村 

法定代表人：林黎明 

主营业务：泡沫包装、塑料制品制造、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王建忠之妹夫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2,746,548.41 元，净资产 300,000 元；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8,268,670.34 元，净利润 321,633.69 元。（数据未经审计） 

5、温岭市詹氏包装有限公司 

住所：温岭市大溪镇照洋村 

法定代表人：詹必群 

注册资本：10 万元 

主营业务：木箱、纸箱、塑料箱加工、制造、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施召阳之姐夫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 5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509,093.38 元，净资产 337,489.17 元；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4,487,051.31 元，净利润 184,799.2 元。（数据未经审计） 

6、COOL TECH DEVELOPMENT PTY LTD 

注册号：605 882 862 

注册地址：New South Wales 

成立日期：2015 年 5 月 18 日 

董事：王建忠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王建忠担任该公司董事，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有着长期合作的关系，公司向其销售产品，各关联人均能

够按照合同等相关约定及时履行支付义务，基本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

成坏帐的可能。 

综合各关联人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以及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公司认为上

述关联人均具有良好的信誉并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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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价依据：双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参照市场价定价； 

2、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3、结算方式：双方按本公司与其他独立第三方结算方式进行结算。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7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销售商品、采购产品及服务等日常关联

交易，系正常的经营性往来，且占公司销售收入的比重很低，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不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

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此类关联交

易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于会前收到公司拟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等相关材料。经核查，我们认为上述关联

交易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的必要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并遵循了交

易定价程序合法、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将《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是在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的

基础上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未违

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审批程序合规，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及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 / 6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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