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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部分全资子公司因业务发展

及生产经营的需要，2019 年度计划向关联方恩平市景业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景业陶瓷”）采购瓷砖产品。2018 年 1 月-11 月，公司及子公司与景业陶瓷累计发

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082.18 万元，未超过 2018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公司预计 2019 年度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霍荣铨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核

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预计总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

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行为。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 2019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9 年度 

预计金额 

2018 年 1-11 月 

实际发生金额*注 1 

向关联人

采购瓷砖

产品 

恩平市景

业陶瓷有

限公司 

采购瓷砖 市场定价 2,000 1,082.18 

合计 - - - 2,000 1,082.18 

注 1：“2018 年 1-11 月实际发生金额”为初步统计数据，未经审计。 

（三）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2018 年 1

月-11 月

实际发生

金额 

2018年度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关联交易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瓷砖

产品 

恩平市

景业陶

瓷有限

公司 

采购

瓷砖 
1,082.18 3,000 100% 63.93% 

请详见公

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

网的公告 

向关联人

销售瓷砖

产品 

佛山市

烁乐建

材有限

公司 

销售

瓷砖 
35.40 - 100% - - 

合计 - - 1,117.58 3,000 -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

在差异，主要受市场变化及公司产品策略的调整所致。上

述差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18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

情况和发展需要，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交易价格确定，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因市场变化及公司产品策略调整，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不会

对公司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及关联关系介绍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恩平市景业陶瓷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显明 

（3）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0 年 5 月 7 日 

（5）住所：恩平市沙湖镇蒲桥新型建材工业园 6 号 

（6）经营范围：加工、销售、制造：建筑陶瓷制品；销售：洁具、陶瓷原材

料、机械设备；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除外)。 

（7）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41,149.93

万元、净资产 10,388.58 万元，2018 年 1-11 月实现营业收入 37,605.97 万元、净利

润 1,012.4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景业陶瓷是本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且担任公司副董事长霍荣铨的姐夫



罗景桥控制的企业，该关联法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景业陶瓷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目

前不存在无法向公司提供合格产品的可能性，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向关联方景业陶瓷采购瓷砖产品，交易价格系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上述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经营业务往来，交易定价均遵

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程序合法，交易价格与非关联方交易对象同等对待，定价

公允合理，付款账期与结算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合同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尚未签署 2019 年度相关协议，将按照公司具体业务进展统一签

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9 年度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由双方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作出，不损害

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有利于双方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因此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 2019 年度与关联人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

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

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上

述关联交易与公司全年的营业收入相比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也没有代其他

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

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该议案。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 2019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进行了合理预计，预计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

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公司 2019 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业务

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且交易定价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因关联交易而在业务

上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预计 2019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为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交易事项，且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

会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规定。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 

八、 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5、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