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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029                     证券简称：中筑天佑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广东中筑天佑照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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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预计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根据广东中筑天佑照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筑天佑”）

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对 2017 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预计

（该关联交易不包括中筑天佑与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具体情况如

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发生金额 

 

陈如兵 

 

财务资助 不超过 5,000 万元 

新办公室房屋租赁 不超过 24 万元 

提供关联担保 不超过 3,000 万元 

艾小红 提供关联担保 不超过 2,000 万元 

郭俊杰 办公房租赁 不超过 35 万元 

郭琼生 
新办公房租赁 不超过 28 万元 

财务资助 不超过 3,000 万元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陈如兵：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长、总经理，截至 2017 年 01 月 12 日，持有

公司 55.66%的股份； 

艾小红：陈如兵的配偶； 

郭琼生：公司股东，截至 2017 年 01 月 12 日，持有公司 7.87%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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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杰：公司股东郭琼生之子； 

以上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01 月 12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关于

预计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回避制度，公

司关联董事陈如兵回避表决，根据《公司法》、《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董事

会成员对议案相关事项进行表决，最终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

审议通过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不存在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陈如兵 广东省佛山市 - - 

艾小红 广东省佛山市 - - 

郭俊杰 广东省佛山市 - - 

郭琼生 广东省佛山市 - - 

（二）关联关系 

陈如兵系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长、总经理，截至 2017 年 01 月 12 日，持有

公司 55.66%的股份； 

艾小红系陈如兵的配偶； 

郭琼生系公司的股东，截至 2017 年 01 月 12 日，持有公司 7.87%的股份； 

郭俊杰系公司股东郭琼生之子。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2017 年度，因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周转需要，公司控股股东陈如兵拟无偿

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单次向公司出借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全年累计借款

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2、2017 年度，公司拟向关联方陈如兵租赁其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通路 22

号智富大厦 1704 办公室，预计租金不超过 1.95 万元/月，全年租金不超过 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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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租赁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控股股东陈如兵 2017 年度为公司银行贷款无偿提供关联担保，预计最

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 

4、2017 年度，预计控股股东陈如兵配偶艾小红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 

5、2017 年度，公司拟向关联方郭俊杰租赁其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平

西路广东夏西国际橡塑城二期 2#商铺（凯泰中心）806A、806B 房，预计租金不超

过 1.9 万元/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中照睿光照明设计有限公司与关联方郭俊杰签订《办公房

租赁合同》，继续承租其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平西路广东夏西国际橡塑城

二期 2#商铺（凯泰中心）805 房，租金约 0.8 万元/月。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全年向关联方郭俊杰租赁金额不超过 35 万元。上述租赁价

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6、2017 年度，公司拟向关联方郭琼生租赁其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通

路 22 号智富大厦 1703 办公室，预计租金不超过 2.4 万元/月，全年租金不超过 28 万

元。上述租赁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7、2017 年度，因公司日常性经营和资金周转需要，公司股东郭琼生拟为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单次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全年累计借款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3,000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及定价依据 

1、公司关联方陈如兵以无偿借款方式为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上述关联关易

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虽然交易价格不公允，但不存在损坏公司利益的情况。 

2、公司与关联方陈如兵的办公房租赁，根据市场价格定价，租赁面积约为

325.09 平方米，预计租金不超过 1.95 万元/月，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

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3、公司控股股东陈如兵 2017 年度预计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无偿提供担保，最

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不存在损坏公司利益的情况。 

4、2017 年度，控股陈如兵配偶艾小红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后的债务履行能力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2,000 万元，虽然交易价格不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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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存在损坏公司利益的情况。 

5、公司与关联方郭俊杰之间的办公房租赁，根据市场价格定价，租赁面积为

333.87 平方米，预计租金不超过 1.9 万元/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中照睿光照明设

计有限公司与关联方郭俊杰之间的办公房租赁，根据市场价格定价，租赁面积为

183.67 平方米，预计租金不超过 0.8 万元/月。广东中照睿光照明设计有限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6、公司与关联方郭琼生之间的办公房租赁，根据市场价格定价，租赁面积约

为 386.99 平方米，预计租金不超过 2.4 万元/月，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

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7、公司关联方郭琼生以借款方式为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单次出借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500 万元，全年累计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贷款利息、金额

和期限以具体签订的贷款合同或协议为准。上述关联关易以自愿、平等的原则进行，

交易价格公允。 

五、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所发生的交易，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遵循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广东中筑天佑照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GZY476630120166034）；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GBZ476630120166071）； 

 

特此公告。 

 

    广东中筑天佑照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0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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