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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156        证券简称：中南卡通       主办券商：浙商证券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 2017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告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日常性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上述关联方与公司均系受最终控制方控制，因此上述交易形成关

联交易。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8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补充确认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 2018 年日常性关联性

交易的议案》, 吴佳、吴建荣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18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补充确认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 2018 年日常性关联性交

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至 2018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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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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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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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245

号 
有限责任公司 吴建荣 

浙江中南钢结构有限公

司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245

号 16层 

私营有限责任

公司 
王宇伟 

浙江中南幕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245

号 

其他股份有限

公司 
童林明 

杭州乐游城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1090号中南国际商城8幢

1-4层 

有限责任公司 张观贤 

（二）关联关系 

其它关联方基本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浙江中南幕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浙江中南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杭州乐比屋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杭州乐游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杭州中南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杭州中南嘉伟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杭州万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杭州乐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杭州萧山建材商贸城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杭州中南建筑装饰材料市场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浙江中南石化能源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辽宁中南置地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浙江中南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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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南建设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杭州建宏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浙江兆荣物资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浙江中南商业经管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浙江中南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浙江中南嘉伟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杭州中南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杭州临安中南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浙江中南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公司联营企业杭州汉唐影视动漫有限公司股

东 

东阳市威尼达动漫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原子公司 

 

（三）其他事项 

无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①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金额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水电费 582,192.12 

杭州乐比屋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33,771.95 

杭州汉唐影视动漫有限公司 制作费  

杭州乐比屋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货款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分公

司 
装修设计费  

浙江中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款 42,228.25 

合计   858,192.32 

②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金额 

杭州乐游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489,285.84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25,693.40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9,692.31 

杭州万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7,538.46 

杭州中南建筑装饰材料市场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307.69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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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金额 

浙江中南嘉伟置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834.19 

杭州建宏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384.62 

浙江中南石化能源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339.82 

浙江兆荣物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7.69 

浙江中南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浙江中南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辽宁中南置地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合 计  2,905,384.02 

（2）关联租赁情况 

①本公司作为承租人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 

浙江中南幕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房租租赁 1,122,389.44 

（3）关联担保情况 

①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17.12.14 2018.12.12 否 

20,000,000.00 2017.5.2 2018.5.1 否 

20,000,000.00 2016.4.21 2016.4.20 是 

10,000,000.00 2016.12.13 2017.12.12 是 

2,000,000.00 2014.12.26 2018.12.3 是 

       合计 62,000,000.00    

（4）关联方资金拆借 

关联方 期初 本期累计拆入 本期累计偿还 期末 

浙江金中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1,786,891.00 136,650,000.00 41,300,000.00 127,136,891.00  

合计 31,786,891.00 136,650,000.00 41,300,000.00 127,136,891.00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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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所需，具备合理性及必要性。以市场当期价格为准，符合价格公

允性。 

（二）成交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 

成交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较大差异。 

 

（三）利益转移方向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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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交易为满足日常经营的需要，保障业务的正常运营。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2、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三）超出的累计金额及超出预计金额的原因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中南卡通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浙江中南卡通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