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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19 年 1 月 14 日，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联董事邹承慧先生、易美怀女士、袁源女士为本交易事项的关联董

事，依法回避表决。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邹承慧先生及爱康实

业、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审议时回避表

决。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基于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2019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同公司控股股东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及其控制的江阴爱康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农业”）、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爱康薄膜”）、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工程”）、

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罗纳融资租赁”）、江苏爱康绿

色家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家园”）以及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为公司董

事的徐国辉先生控制的苏州广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物业”）进行

包括太阳能配件产品、太阳能组件销售、物业出租、农副产品的采购、保安服务

采购、融资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预计总额度 100,950.00 万元，2018 年 1-12

月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23,009.96 万元，2018 年 1-12 月实际发生金额未

经审计。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具体预测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19 年预计金

额(万元) 

2018 年 1-12

月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 

爱康薄膜 采购原材料等 市场价格 - 1,829.54 

爱康农业及其

子公司 

采购农副产品、餐饮

服务等 
市场价格 1,200.00 1,023.1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小计 - - 1,200.00 2,852.65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广厦物业 接受物业管理等服务 市场价格 300.00 283.65 

能源工程 
采购设备、接受工程

安装等 
市场价格 35,000.00 2,414.10 

小计 - - 35,300.00 2,697.75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等 

控股股东控制

的其他企业 1 
租赁房屋等 市场价格 1,000.00 654.45 

小计 - - 1,000.00 654.45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绿色家园 销售组件支架等 市场价格 6,000.00 5,055.71 

能源工程 销售组件支架等 市场价格 40,000.00 9,698.49 

控股股东控制

的其他企业 1 
销售电力、软件等 市场价格 100.00 47.94 

小计 - - 46,100.00 14,802.14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能源工程及其

子公司 
运维评级等服务 市场价格 1,000.00 719.35 

公司的参股子

公司 1 
运维评级等服务 市场价格 1,100.00 341.03 

小计 - - 2,100.00 1,060.38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等 

控股股东控制

的其他企业 1 
出租房屋土地等 市场价格 250.00 139.67 

小计 - - 250.00 139.67 

向关联人融资租赁 

上海富罗纳融

资租赁 
利息及融资服务费等  15,000.00 802.91 

小计 - - 15,000.00 802.91 

合计 - - 100,950.00 23,009.96 

注 1：因控股股东爱康实业和爱康国际下属公司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部分关联人数量众多，难以

披露全部关联人信息，因此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关联人，以同

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包含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金昌清能电力有限公司。 

注 2：以上 2018 年 1-12 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金额

(万元) 

2018 年 1-12 月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2018 年实际发

生额占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采购 

爱康农业 采购农副产品等 1,600 1,023.11 16.49% 36.06% 

爱康薄膜 采购原材料等 5,000 1,829.54 29.49% 63.41% 

能源工程 
采购设备、接受工程安

装等 
30,000 

2,414.10 
38.91% 91.95% 

爱康实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 3 
租赁房屋 1,803 

654.45 
10.55% 63.70% 



广厦物业 接受物业管理等服务 500 283.65 4.57% 43.27% 

小计 38,903 6,204.86   

销售 

能源工程 
销售组件支架等 60,000 9,698.49 61.93% 83.84% 

运维评级等服务 1,500 719.35 4.59% 52.04% 

公司的参股子公

司 1 
运维评级等服务 - 341.03 - - 

爱康实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 2 

销售电力、软件等 1,200 47.94 0.31% 96.01% 

出租房屋土地等 100 139.67 0.89% -39.67% 

绿色家园 销售组件支架等 50,000 5,055.71 32.28% 89.89% 

小计 112,800 15,661.16  
 

融资

租赁 

富罗纳融资租赁 利息及融资服务费等 - 802.91 1.42% - 

小计 - 802.91 - - 

 合计 151,703.00 23,009.96   

披露日期及索引 
详见 2018 年 1 月 17 日、2018 年 11 月 24 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20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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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额有较大差异的原因

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包

括：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发生的金额、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补充协

议的金额，以及尚未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的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

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实

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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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是因为公司预计的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

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实

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实际发生额未超过预计额度，符合

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

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注 3： 

因控股股东爱康实业下属公司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数量众多，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信息，

因此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关联人，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

行合并列示。 

注 4：上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03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7990947056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北侧 1 幢 203 室 

法定代表人 邹承慧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主营业务 

金属模具的生产、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水净化设备、空气净化设备、

LED 照明设备组装及相关技术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零售贸易，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饰

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能源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

术服务；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

办公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服

务；企业管理服务；企业财税咨询服务；法律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邹承慧 100% 

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8 年 9 月 

总资产 301,860.82 313,550.65 

净资产 108,325.87 99,019.72 

营业收入 144,986.09 134,304.86 

净利润 16,205.76 1,317.43 

 

（二）江阴爱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阴爱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697864561C 

注册地址 江阴市华士镇工业集中区红苗园区勤丰路 1015 号 

法定代表人 邹晓玉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从事农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

转让；餐饮服务；餐饮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设计；提供旅游

观光服务；中药材、谷物、豆类、油料和薯类、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

水果的种植、加工、销售；林木育种和育苗；食品加工；牲畜、家禽的饲

养、销售；水产养殖、销售；苗木种子、农副产品、饮用水的销售；园艺

作物租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9.95%，邹承慧 50.05% 

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8 年 9 月 

总资产 34,561.38 30,294.45 

净资产 21,202.85 212,90.33 

营业收入 28,208.51 15,900.66 



净利润 694.69 622.70 

 

（三）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05347164XE 

注册地址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街道）金塘西路北侧 1 幢 

法定代表人 吴飞 

注册资本 13,645.8333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主营业务 

能源工程技术服务；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EPC 工程管理服务；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能源领

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太阳能光伏产品销

售；水净化设备、空气净化设备、LED 照明设备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经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张家港爱康新能源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51.87%、江苏爱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47.4%、张家港爱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0.73%。邹

承慧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合并） 2018 年 9 月 

总资产 336,709.02 369,126.3 

净资产 86,605.63 88,348.47 

营业收入 253,425.54 79,852.36 

净利润 17,795.43 1,772.84 

 

（四）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552450755F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南区镇北西路 

法定代表人 邹晓英 

注册资本 28,660.8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薄膜新材料研发；EVA 胶膜研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销售铝型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5.13%，邹承慧 0.1%, 农银国际投资（苏州）

有限公司 24.77%。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8 年 9 月 

总资产 52,297.91 55,417.15 

净资产 248,46.33 24,982.91 

营业收入 16,977.83 12,702.95 

净利润 165.53 136.58 

 

（五）苏州广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广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0727138197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北侧 1 号 205 室 

企业住所 张家港市杨舍镇滨河路 5 号爱康大厦 802 室 

法定代表人 徐国辉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物业管理服务；商务咨询（不含投资咨询、金融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

划、家政保洁服务、老年人养护服务、园林绿化服务，花木租售、停车场

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房屋维修、设备维修、水电维修、水电安装、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工程项目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赣州市征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邹晓英 40%，黄丽丽 10% 

关联关系说明 
12 个月内徐国辉先生曾为本公司董事，邹晓英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

妹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之（三）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8 年 9 月 

总资产 231.40 303.30 

净资产 146.80 129.30 

营业收入 776.20 630.70 

净利润 18.00 -17.30 

 

（六）江苏爱康绿色家园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苏爱康绿色家园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 年 09 月 0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MA1MTLDY54 

注册地址 张家港市杨舍镇滨河路 5 号爱康大厦 B1803 

法定代表人 胡敬楠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可再生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相关的技术服务；

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施工、运维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施工（凭资质经营）；工程管理服务；可再生能源产品、环保节能



产品、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设计；太阳能光伏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徐州慧兴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 100% 

关系说明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8 年 9 月 

总资产 35,270.93 17,627.23 

净资产 9,648.33 10,103 

营业收入 25,264.21 10,396 

净利润 78.59 454.67 

 

（七）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03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2958163XP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77 号 6 层 619 室 

法定代表人 邹承慧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0 万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主营业务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

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74%。邹承慧先

生为实际控制人。 

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8 年 9 月 

总资产 233,322.06 195,520.58 

净资产 104,275.18 102,043.02 

营业收入 7,462.15 5,648.50 

净利润 2,353.16 -2,200.15 

 

（八）、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11 月 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7010802214517 

注册地址 新疆博州博乐市南城区 01 号 

法定代表人 任基玮 

注册资本 17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 光伏电站投资、建设；太阳能电子产品销售。 

股东情况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30%；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百分比

70%。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高管兼任九州方园博乐董事，构成关联法人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8 年 9 月 

总资产 78,057.46 82,181.33 

净资产 15,109.50 18,072.42 

营业收入 6,356.37 7,043.42 

净利润 -294.61 2,962.61 

（九）、金昌清能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金昌清能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01 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300060627059J 

注册地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金川路 95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361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光伏发电(凭有效许可证

经营)，电力技术服务 

股东情况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49%股权，浙江省水利水电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51%。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董事、高管兼任金昌清能董事，构成关联法人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8 年 9 月 

总资产 88,095.02  86,778.61 

净资产 39,440.78 40,893.24 

营业收入 7,279.05 7,055.43 

净利润 263.46 1,452.46 

注：上述关联方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具体执行时将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基准，具体参考标准如下： 

1、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可以优先参考

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2、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可以参考关联人与

独立于关联人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的价格确定； 

3、交易事项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

http://180.96.8.44/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Company.html?companycode=1178771052&name=%E6%B5%99%E6%B1%9F%E7%9C%81%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9B%BD%E6%9C%89%E8%B5%84%E4%BA%A7%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A7%94%E5%91%98%E4%BC%9A
http://180.96.8.44/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Company.html?companycode=1178771052&name=%E6%B5%99%E6%B1%9F%E7%9C%81%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9B%BD%E6%9C%89%E8%B5%84%E4%BA%A7%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A7%94%E5%91%98%E4%BC%9A


参考的，可以按照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未签署具体协议。公司根据实际需求，与关联

方根据公允价格，公允的支付方式、公允的交货条件等按次签订相应合同进行交

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方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必要和持续发生的。主要关联方与公

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1、关联方爱康农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专业提供农副产品、绿色盆景、餐饮等

业务，在本公司绿化工程、盆景摆放、餐饮服务等方面为公司提供了长期的服务，

同公司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2、关联方能源工程为公司参股公司，主要从事能源工程技术服务、新能源

发电工程设计、EPC 工程施工管理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等，是本公司光伏电

站投资的上游供应商，合作关系良好。公司与能源工程业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协

同效应。公司的太阳能组件配件生产为能源工程光伏电站建设提供材料支撑，而

能源工程光伏电站开发与建设业务可与公司光伏电站投资运维相互配合，实现光

伏电站的业务闭环。我们判断具有一定的履约能力。 

3、关联方绿色家园成立于 2016 年，专注于屋顶分布式光伏解决方案，包括

爱康五好家电站、爱康小型工商业电站等系统标准化或定制化用户解决方案，是

国内首推全自主品牌成套系统和金融保险服务的光伏企业。绿色家园的经营模式

主要为：从公司采购组件、支架，然后为客户提供安装、调试、并网及后期数据

检测一站式服务。分布式光伏的大力推进将利于扩大上市公司组件、支架的销售

规模，具备商业互利性。 

4、富罗纳融资租赁 

富罗纳融资租赁是 2015 年 3 月 17 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注册在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中外合资企业。富罗纳融资租赁聚焦新能源产业价值链，

精耕细作，以融资租赁和保理业务为核心，为客户提供创新金融服务和租赁咨询

服务。作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富罗纳融资租赁开展租赁业务的同时，也将为公

司提供和推荐优质的客户资源，与公司业务有协同性，助力公司成为太阳能等优

质清洁能源的综合服务商。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对公司

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

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上述关

联交易在同类交易中所占比重不大，亦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以上关联交易均属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部

分关联交易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并可能继续存在。 

五、相关审核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以及

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

行了事前审核，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 2019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

常交易，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关联交

易定价公允、付款（收款）条件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关联董

事应回避表决，且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应当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将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

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议时，独立董事就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1、2019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公司发生的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易行为公平、公正、公开，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

司持续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属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

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将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司应根据实际需求，与关

联方根据公允价格，公允的支付方式、公允的交货条件等按次签订相应合同进行

交易。付款（收款）条件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关联交易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我们已认可，没有异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本次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在同类交易中

所占比重不大，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确定了较为公允的定价参考标准，并明确了在实际发

生交易时根据公允价格，公允的支付方式、公允的交货条件等按次签订相应合同

进行交易。本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认同该议案，并对交易条

件表示认可。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