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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铭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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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关联交易如下：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元） 

8.01 东莞市万江车本汽车美容店 加油费 17,346.00 

8.02 东莞依时名表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6,355.00 

8.03 东莞烽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4,088.00 

8.04 东莞市万江区金泰永泰股份经济合

作社 
赞助费 50,000.00 

8.05 上海世豪金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562.07 

8.06 东莞铭丰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担保 25,000,000.00 

8.07 赖沛铭、何瑞珍、黄文聪、麦小云 接受关联担保 45,000,000.00 

8.08 赖沛铭、何瑞珍 接受关联担保 15,000,000.00 

8.09 东莞铭丰集团有限公司、赖沛铭 接受关联担保 60,000,000.,0 

8.10 黄文聪 接受关联担保 150,000,000.00 

8.11 赖沛铭 接受关联担保 150,000,000.00 

8.12 赖沛铭 接受关联担保 港币 1200 万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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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8.01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赖沛铭回

避表决。 

序号 8.02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赖沛铭、

梁小明敏回避表决。 

序号 8.03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赖沛铭、梁小

敏回避表决。 

序号 8.04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赖沛铭回

避表决。 

序号 8.05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赖沛铭回

避表决。 

序号 8.06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赖沛铭、

梁小敏回避表决。 

序号 8.07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赖沛铭、

黄文聪回避表决。 

序号 8.08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赖沛铭回

避表决。 

序号 8.09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赖沛铭、

梁小敏回避表决。 

序号 8.10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黄文聪回

避表决。 

序号 8.11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赖沛铭回

避表决。 

序号 8.12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赖沛铭回

避表决。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上海世豪金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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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中国（上海）自有贸易试验区茂兴路 88 号 3 楼 325 室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有贸易试验区茂兴路 88 号 3 楼 325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建 

实际控制人：无  

注册资本：2500 万元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企业投资管理及策划，黄金及黄金制品、金银珠宝饰

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持有 20%股权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东莞依时名表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万江区金泰社区依时名表大楼  

注册地址：东莞市万江区金泰社区依时名表大楼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瑜瑛 

实际控制人：赖沛铭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研发、销售：钟表及其零配件，精密测量设备，计算机软、硬件；

研发钟表检测技术；网络、监控及弱电系统工程。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企业、董事梁小敏担任其监事职务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东莞烽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万江区金泰依时名表大楼  

注册地址：东莞市万江区金泰依时名表大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赖建新 

实际控制人：赖沛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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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主营业务：网上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酒类、水果、蔬菜、服装、鞋帽、手表、首饰、手袋、礼盒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企业、董事梁小敏是法定代表人赖建

新配偶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东莞市万江车本汽车美容店 

住所：东莞市万江区万江墟社区国威加油站旁  

注册地址：东莞市万江区万江墟社区国威加油站旁 

企业类型：个体户 

实际控制人：赖伟林  

注册资本：0 

主营业务：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清洁维护）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配偶妹妹的配偶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东莞铭丰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万江区金泰社区依时名表大楼  

注册地址：东莞市万江区金泰社区依时名表大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赖沛铭 

实际控制人：赖沛铭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网络及弱电工程；土石方工程；工程机器租赁；销售：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金银饰品，贵金属制品；产销、研发：

钟表、电子产品、计算机硬件、人工智能自动化系统、服装面料；研发及销售计

算机软件。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企业、董事梁小敏是股东赖建新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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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然人 

姓名：赖沛铭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万江墟永泰街三巷 12 号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 

 

7. 自然人 

姓名：何瑞珍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万江墟永泰街三巷 12 号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配偶 

 

8. 自然人 

姓名：黄文聪 

住所：东莞市万江区万江墟园尾街 10 号三楼 

关联关系：股东、董事、副总裁 

 

9. 自然人 

姓名：麦小云 

住所：东莞市万江区万江墟园尾街 10 号三楼 

关联关系：黄文聪配偶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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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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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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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不利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已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关联方签订了相关采购商品或服务、销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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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合同。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所采购商品是用于公司团拜活动、客户、员工礼品，是合理的，必要的，对

公司经营发展的影响是正向的。 

关联方自愿为公司提供担保，未收取任何费用，是对公司的支持，公司属于

受益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东莞铭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东莞铭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