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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2645        证券简称：凯工阀门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上海凯工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 2017 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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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金额 

北京万向博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阀门 3,717,198.29 

上海凯工石油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45,045.04 

昆山科星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汽车出租 20,512.82 

戴贤才 汽车出租 240,000.00 

戴贤才 担保 37,000,000.00 

戴贤才 资金拆入 89,992.00 

上海凯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资金拆入 883,600.00 

上海垚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资金拆入 15,000,000.00 

总计 - 56,996,348.15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概述 

北京万向博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系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凯工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参股 25%的公司。 

上海凯工石油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系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凯工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参股 20%、公司监事张锦杰任执行董事

的公司。 

昆山科星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系公司销售副总经理张加龄参股 50%、北

京汇丰凯瑞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参股 50%的

公司；（北京汇丰凯瑞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戴贤才之子戴恩凯参股

90%切任执行董事的公司。） 

戴贤才 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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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系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凯工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参股 85%、实际控制人戴贤才参股 15%

的公司。 

上海垚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戴贤才参股 30.1136%

且任执行董事的公司。 

总计 -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其中 5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关联董事戴贤才、焦建军回

避表决。该交易事宜尚需提交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其中 2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关联监事张锦杰回避表决。

该交易事宜尚需提交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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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贤才 北京市朝阳区辛店

路 1号朗月园 10 栋

6号 

自然人  

上海凯工石油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宝钱

公路 3788号 5幢 C

区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张锦杰 

昆山科星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昆山开发区前进东

路 291号楼 2814 室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黄春莉 

上海凯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上海市嘉定区宝钱

公路 3788号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戴贤才 

上海垚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众仁 有限责任公司 戴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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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399号 1幢 2 层

J658室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北京万向博瑞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科创十三

街 18号院 4号楼 2

层 212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何利忠 

(二)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概述 

北京万向博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系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凯工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参股 25%的公司。 

上海凯工石油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系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凯工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参股 20%、公司监事张锦杰任执行董事

的公司。 

昆山科星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系公司销售副总经理张加龄参股 50%、北

京汇丰凯瑞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参股 50%的

公司；（北京汇丰凯瑞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戴贤才之子戴恩凯参股

90%切任执行董事的公司。） 

戴贤才 公司实际控制人 

上海凯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系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凯工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参股 85%、实际控制人戴贤才参股 15%

的公司。 

上海垚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戴贤才参股 30.1136%

且任执行董事的公司。 

总计 -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金额 

北京万向博瑞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向北京万向博瑞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采购阀门含税金额为

4,349,122.00元。上述交易已按市场

公允价格签订购销合同。 

3,717,198.29 

上海凯工石油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 

报告期内，上海凯工石油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向公司承租厂房，约定年租赁

金为含税 10万元，租赁期限为

2017.7.1-2018.6.30。上述交易已签

订租赁协议。 

45,045.04 

昆山科星化工贸易有限公

司 

报告期内，公司向昆山科星化工贸易

有限公司租赁汽车两辆（桑塔纳

SVW7182CQ1\金杯 SY6513U2S3BH）,约

定年租金为 24000元，租赁期限为

2017.7.1-2018.6.30。上述交易已签

20,5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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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租赁协议。 

戴贤才 报告期内，公司向戴贤才租赁汽车三

辆（梅赛德斯-奔驰 WSSNG9FB\一汽奔

腾 CA6462ATH4A\捷达 FV7160FG）,约

定年租金为 24万元，租赁期限为

2017.7.1-2018.6.30。上述交易已签

订租赁协议。 

240,000.00 

戴贤才 报告期内，戴贤才对公司向上海农商

行贷款 3700万元进行担保。上述交易

已签订担保协议。 

37,000,000.00 

戴贤才 报告期内，公司向戴贤才拆入资金 89，

992 元，未约定利息和担保事项。期末

余 115,299.52。上述交易系由双方采

用口头约定的方式并履行，未签订书

面交易协议。 

89,992.00 

上海凯工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用银行承兑汇票向上

海凯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兑换银行

货币资金，未约定贴现利息，期末无

余额。上述交易系由双方采用口头约

定的方式并履行，未签订书面交易协

议。 

883,600.00 

上海垚熙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报告期内，公司向上海垚熙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拆入资金 1500万元，未约定

利息和担保事项。期末余额无余额。 

上述交易系由双方采用口头约定的方

式并履行，未签订书面交易协议。 

15,000,000.00 

总计 - 56,996,348.15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

交易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按照市场 

价格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 

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良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景。 

五、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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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生产经营及公司融资的

正常需求，是合理的、必要的，符合公司的利益。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北京万向博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阀门，该交易均遵

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景，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

响。 

上海凯工石油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向公司承租部分闲置厂房，按

照市场公允价格支付租金，属于盘活公司资产，对公司持续经营发

展无影响。 

昆山科星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戴贤才向公司提供车辆，按照市

场公允价格收取租金。公司可避免一次性支付大额资金用于购买车

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公司持续经营发展有积极作用。 

    实际控制人戴贤才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

保，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经营发展的信心，对公司持续经营发

展有积极作用。 

 戴贤才、上海凯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垚熙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资金拆入均属于关联个人或关联公司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为无息借款，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有利

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对公司持续生产经营无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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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凯工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上海凯工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上海凯工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