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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浙江德汇工具有限公司（原乐

清市芙蓉工具二厂）（以下简称“浙江德汇”）采购钻头等并向其销售钨产品，

2019年预计金额合计为2,000万元。 

公司向参股公司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沐桐”）采购

压缩机等废五金，2019年预计金额合计为5,000万元。 

公司向参股公司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回收哥”）及

其下属公司武汉鑫汇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鑫汇”）采购报废

汽车废钢废五金等并向其支付房租及服务费等，2019年预计金额合计为6,500万

元。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6 

名董事成员中，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陈星题先生已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会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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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合

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

金额  

2018 年初

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

额 

向关 浙江德汇工具有限公司（原乐清 钻头等 公允价格 500.00 1715.19 



联人

采购

商品 

市芙蓉工具二厂） 

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压缩机等废

五金 
公允价格 5,000.00 102.05 

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 
报废汽车废

钢废五金 
公允价格 3,000.00 114.36 

武汉鑫汇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报废车 公允价格 3,000.00 681.36 

小计   11,500.00 2612.96 

向关

联人

销售

商品  

浙江德汇工具有限公司（原乐清

市芙蓉工具二厂） 
钨产品 公允价格 1500.00 924.30 

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 
房租及服务

费等 
公允价格 500.00 332.92 

小计   2,000.00 1257.22 

注：“2018 年初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为初步统计数据，未经审计。 

（三）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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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初至披露

日已发生金额 

2018 年度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浙江德汇工具有

限公司（原乐清市

芙蓉工具二厂） 

钻头等 1,715.19 3,000.00 4.73% -42.83% 

2018

年 1 月

19 日

公告 

编号：

2018-0

08 

回收哥（武汉）互

联网有限公司 

报废汽

车废钢

废五金 

114.36 4,000.00 0.91% -97.14% 

武汉鑫汇报废汽

车回收有限公司 
报废车 681.36 2,000.00 5.44% -65.93% 

小计    2,510.91 9,000.00 4.10% -72.10%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浙江德汇工具有

限公司（原乐清市

芙蓉工具二厂） 

钨产品  924.30 2,000.00 1.43% -53.78% 

河南沐桐环保产

业有限公司 

电废拆

解物等 
126.54 1,500.00 0.13% -91.56% 

回收哥（武汉）互

联网有限公司 

房租及

服务费

等 

332.92 300.00 2.52% 10.97% 

小计    1,429.22 3800.00 0.80% -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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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说明：2018 年，受市场环境影响，公

司结合自身经营情况，调整了部分关联交易的业务往来，同时，因公司年初预计关联

交易时，全面充分地考虑了各类关联交易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使得公司与关联方实际

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与年初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公司董事会对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公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司实际情况，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交易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浙江德汇工具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乐清市芙蓉镇工业区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加林 

经营范围：建工钻头、钻头、五金工具、电动工具制造、加工、销售；硬质

合金材料、钴、镍、钨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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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董事陈星题先生的配偶、子女系浙江德汇的股东。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浙江德汇总资产 24,844,534.17

元，负债总额 25,730,064.97 元，净资产-885,530.80 元，净利润-1,589,523.62

元。 

（2）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兰考县产业集聚区中州大道东段北侧 

注册资本：19,560.4365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铭 

经营范围：废钢、废五金、废弃电子电器、报废汽车、报废机械装备、废塑

料、废旧电路板、废轮胎、报废轻化工产品（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等再生资

源的回收、储运、拆解、处置与销售（国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汽车销售、二

手车及其零部件销售、汽车租赁（不含融资租赁）、汽车充电服务；废旧车用动

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处置与销售；电子商务及其信息咨询、网站建设及运营

服务；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与循环再造产品的制造与销售；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

治理、土壤修复改良工程及技术服务；机械成套设备、水处理设备、水处理剂、

污水处理材料及仪器仪表的生产与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

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河南沐桐 26.9%的股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河南沐桐总资产 719,492,197.41

元，负债总额为 496,074,515.07 元，净资产 223,417,682.34 元，净利润

-15,276,265.71元。 

（3）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后台服务中心一期

A3栋14层 

注册资本：9,390.385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铭 

经营范围：互联网、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环保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技术研发、技术推广；广告发布；网络平台的

运营管理；货物运输；家政、保洁服务；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

理服务；废旧金属制品、废旧生活用品的回收与批发（含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报废机动车回收；金属材料、家用电器、电子产品、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的销售。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下属公司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

公司持有回收哥25%股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9月30日，回收哥总资产76,892,249.29元，

负债总额为1,745,785.23元，净资产75,146,464.06元，净利润-4,934,010.33

元。 

（4）武汉鑫汇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武汉市桥口区常码头441号 

注册资本：6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铭 

经营范围：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报废汽车回用件销售；废旧金属加工、回

收、综合利用及销售；金属材料加工与销售；橡塑制品的加工和销售；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车辆拖运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下属公司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

司持有回收哥25%股权，回收哥持有武汉鑫汇31%的股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9月30日，武汉鑫汇总资产17,458,056.30元，

负债总额为10,113,686.60元，净资产7,344,369.70元，净利润1,299,102.39元。 

2、关联关系 

（1）公司董事陈星题先生的配偶、子女系浙江德汇股东，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10.1.3 和 10.1.5 条的规定，浙江德汇为公司关联法人。 

（2）公司副总经理欧阳铭志先生担任河南沐桐董事，且河南沐桐为公司的

参股公司，因此，构成《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公司副总经理宋万祥和鲁习金先生担任回收哥董事，且回收哥为公司

的参股公司，因此，构成《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4）武汉鑫汇为回收哥下属公司，回收哥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构成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公司依法持续经营，与公司及子公司的交易，均能够遵守合同的约

定按期履行, 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及依据 

公司向浙江德汇采购和销售产品的定价原则是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

定的公允价格；每月按实际数量结算，双方每月按实际金额结算。 

公司向河南沐桐采购产品的定价原则是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的公

允价格；每月按实际数量结算，双方每月按实际金额结算。 

公司向回收哥及武汉鑫汇采购产品及房屋租赁的定价原则是参考市场价格，

由双方协商确定的公允价格；按每月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由购买双方每月按

照实际金额结算。 

2、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各方如根据实际情况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分别签订协议，协议自签



订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浙江德汇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在充分利用浙江德汇技术优势的同

时，有利于继续夯实公司钴镍钨资源回收与硬质合金产业链的基础性核心地位，

双方交易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浙江德汇与公司之间

的交易额较小，占公司采购和销售货物的比例较小，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无较大影响。 

公司与河南沐桐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拓宽了公司的采购渠道，有利于进一

步提升公司废弃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的技术规模优势，双方交易的价格公允，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河南沐桐与公司之间的交易额占公司采购货物

的比例较小，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较大影响。 

公司与回收哥及武汉鑫汇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有效利用回收哥互联网回收

优势，拓展电子废弃物、报废汽车资源回收渠道。双方交易的价格公允，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因回收哥、武汉鑫汇与公司之间的交易额较小，占公

司采购货物的比例较小，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较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供的《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

事前审核，经过认真审阅该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资料，并且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有

效沟通之后，发表如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行为，是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所需，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交易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

定。因此，同意将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了解和核查，同意公司 2019 年度在关

联交易框架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与浙江德汇工

具有限公司、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武汉鑫汇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

的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化原则，

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允的原则，不会对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造成不利影响和损

失。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该议案的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不会给公司的

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提供的《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核

查，认为：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会对公司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将《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对公司提供的《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和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非关联股

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已审议通过该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公司审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国信证券对于公司审核 2019 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

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