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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35    证券简称：民丰特纸     公告编号：临2020-006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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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此关联交易金额不足3000万，也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占公司对外交易的比例较小，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对关联方不构成依赖。 

 此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持续性交易，有利于公司及关联方的

生产经营。但后续可能受生产、市场等因素影响，交易产品数量、价格有波动。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公司独立董事对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议并认可。

在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是必要的，有利于公司及关联方的生产经营，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

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是必要的，有利于公司及关联方的生产经营，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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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足 3000 万，也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的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如下（金额：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

计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采购商品和接

受劳务 

浙江民丰罗伯特纸业有

限公司 
1200 1225.67 - 

浙江维奥拉塑料有限公

司 
1000 702.51 - 

出售商品和提

供劳务 

浙江民丰罗伯特纸业有

限公司 
500 120.15 - 

浙江维奥拉塑料有限公

司 
- 39.39 - 

合计 

浙江民丰罗伯特纸业有

限公司 
1700 1345.82 - 

浙江维奥拉塑料有限公

司 
1000 741.9 - 

总计 2700 2087.72 -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金额：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年

预计

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年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3 

金额 原因 

采购商

品和接

受劳务 

浙江民丰罗

伯特纸业有

限公司 

400 100 143 1225.67 100 
本年与民

丰罗伯特

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较上年实

际发生额

差异较

大，主要

是因为民

丰罗伯特

营业期限

将于本年

6月 7日

到期，计

划民丰罗

伯特将在

到期后解

散。 

浙江维奥拉

塑料有限公

司 

850 50 108 702.51 50 

出售商

品和提

供劳务 

浙江民丰罗

伯特纸业有

限公司 

100 60 4 120.15 60 

浙江维奥拉

塑料有限公

司 

50 50 10 39.39 50 

合计 

浙江民丰罗

伯特纸业有

限公司 

500 - 147 1345.82 - 

浙江维奥拉

塑料有限公

司 

900 - 118 741.9 - 

总计 1400 - 265 2087.72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浙江民丰罗伯特纸业有限公司（简称“民丰罗伯特”）成立于 1995 年 6

月 8 日；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志荣；公

司注册资本：1210 万美元；公司股东：罗伯特.弗莱彻父子有限公司出资 617.1

万美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51%，中国烟草投资管理公司出资 121万美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 10%，本公司出资 471.90万美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39%；公司经营范围

为生产和销售卷烟纸及其纸制品、贴面纸、面巾纸、滤纸。公司 2019 年度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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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总资产 124,961,817.85 元；净资产 124,437,822.12元；主营业务收

入 11,964,052.74 元；净利润-12,342,860.23 元。 

2、浙江维奥拉塑料有限公司（简称“维奥拉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3 月 1

日；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艾尼.普瑞；公司

注册资本：122 万美元；公司股东：维奥拉有限公司出资 97.6 万美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 80%，本公司出资 24.4万美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0%；公司经营范围为

塑料制品、编织品的生产；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及其技术咨询服务、模具设计与

开发。公司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21,765,675.79 元；净资产

20,119,697.76元；主营业务收入 29,067,378.22 元；净利润 1,402,013.74 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民丰罗伯特、维奥拉公司均为本公司参股的企业，系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

董事的关联法人，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沈志荣、董事会秘书姚名欢在罗伯特公司

担任董事长和董事，沈志荣在维奥拉公司担任董事，该关联法人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持续、稳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历年来，公

司从上述关联方采购商品服务等的，其均能按照相关合同约定提供相应的商品或

服务；公司向上述关联方提供服务、销售商品的，其均能按照相关合同约定支付

价款，不存在拖欠的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的上述关联方具备履约能力，综合历史履约情况和经营现

状判断，发生无法履约的情况的可能性很低。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关联方履约能

力，如果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及时采取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采购类关联交易 

公司主要是利用公司现有销售能力，在销售本公司产品的同时销售购自关联

方的产品等；此外，向关联方购买部分包装材料用于产品包装。 

2、销售类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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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用现有的供电、供水、供汽和设备维修系统，就近为关联方提供相关

服务，利用公司的原材料采购供应和仓储等的富余能力为关联方提供服务。此外，

公司还向关联方销售纸产品等供其加工后出售。 

（二）定价依据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按照以下顺序确定定价原则： 

1、政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如在任何时候，政府定价适用于任何特定产品

或服务，则该等产品或服务将按适用的政府定价提供。政府有指导性收费标准的，

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定定价。 

2、投标定价：倘若法律、法规规定必须适用招投标程序，按照招投标程序

最终确定的价格定价。 

3、市场价格：将按正常商业条款并基于下列方式厘定：根据合理成本加合

理利润并参考独立第三方按正常商业条款在其日常业务运作过程中提供相同或

类似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4、协议价格：依据一般的商业交易条件，由交易双方公平协商确定的价格。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就关联交易事项

与上述关联方签订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助

于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

理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一直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双方的交易行

为均通过合同的方式予以约定，相关采购价格为招标定价，相关销售价格为生产

成本加合理利润确定，与外部非关联第三方提供的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有助于

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定价公允、合理。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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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主要业务的收入

和利润来源对关联交易不存在依赖，自关联方采购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可替代性，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已对民丰罗伯特于本年 6月 7

日因营业期限到期而解散做出合理预判并相应调低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该部分业

务收入和利润较小，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占公司对外交易的比例较小，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对关联方不构成依赖。此关联交易为日常

生产经营所需的持续性交易，有利于公司及关联方的生产经营。但后续可能受生

产、市场等因素影响，交易产品数量、价格有波动。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