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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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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1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

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3）。该议案已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经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

增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9 日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新增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该议案已于 2021年 3月 25日经公

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

增 2021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日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新增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该议案已于 2021 年 5月 21日经公

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公司产销规模的扩大、银行贷款规模的增长及银行贷款结构的调整，本次需新增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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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主要

交易

内容 

原预计金额 累计已发生金额 
新增预计发

生金额 

调整后预计发生

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调整后

预计金

额与上

年实际

发生金

额差异

较大的

原因 

购买

原材

料、

燃料

和动

力、

接受

劳务 

公司

向关

联方

采购

商品 

310,000,000 314,446,956.93 370,000,000 680,000,000 390,350,560.19 

公司产

销规模

扩大，采

购原材

料增加 

出售

产

品、

商

品、

提供

劳务 

 

- - - - - - - 

委托

关联

人销

售产

品、

商品 

- - - - - - - 

接受

关联

人委

托代

为销

售其

产

品、

商品 

- - - - - - - 

其他 

关联

方为

公司

贷款

2,500,000,000 2,012,630,000 600,000,000 3,100,000,000 1,499,256,000 

银行贷

款规模

的增长，

银行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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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担保 

款结构

的调整、 

部分银

行授信

合同需

新增担

保人 

合计 - 2,810,000,000 2,327,076,956.93 970,000,000 3,780,000,000 1,889,606,560.19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自然人姓名：应友生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村**区**号 

（2）自然人姓名：应函扬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村**区**号 

（3）自然人姓名：杨薇薇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里王路**号 

（4）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平和商事株式会社 

住所：日本神户市中央区栄町通二丁目 1番 2号 

注册地址：日本神户市中央区栄町通二丁目 1番 2号 

企业类型：境外法人 

法定代表人：平田泰枝 

实际控制人：平田泰枝 

注册资本：1,000 万日元 

主营业务：陆、海、空、复合运输业务及其经销业务、代理业务；钢材、纺织品、

家用电器、日常用品的进出口；海上运输及其代理业务；船舶及船用设备、备用零件及

材料交易；港湾运输相关事业；报关业务；买卖古物；仓停业务；餐饮店的经营、企划

及经营咨询；铁、非铁金属类及可回收原材料的买卖及进出口；产业废弃物的收集、搬

运及处理业务；附属于上述各项的一切业务。 

（5）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株式会社中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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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日本名古屋市中川区十一番町五丁目 6 番地 

注册地址：日本名古屋市中川区十一番町五丁目 6 番地 

企业类型：境外法人 

法定代表人：平田得男 

实际控制人：平田得男、平田文治 

注册资本：1,000 万日元 

主营业务：招聘公告的发行及广告代理业务；房地产租赁及管理；铁、非铁金属类

的买卖及进出口；废旧原料和废纸的买卖及进出口；轮胎的进出口；附属于上述各项的

一切业务。 

履约能力：上述关联方履约能力均良好。 

2、关联关系概述 

（1）应友生直接持有公司 14,395.2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8.5486%，为公

司控股股东及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应函扬直接持有公司 1,698.7998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0895%，为公

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同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3）杨薇薇与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应函扬是夫妻关系。 

（4）平田秀行通过台州市秀达贸易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4.7619%股份（在公司

股改时持股 5%）。平和商事株式会社系平田秀行的配偶平田泰枝控制的企业；株式会社

中京系平田秀行的兄弟平田得男、平田文治控制的企业。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将平田秀行及其亲属、平和商事株式会社、株式会社中京确认为公司关联方。 

3、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规范公司关联交易的运作，保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确保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新增预计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在 2021年度拟进行的关联交易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序

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新增预计发生金额

（单位：万元） 

1 应友生 其他 关联方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30,000 

2 应函扬、杨薇薇 其他 关联方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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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和商事株式会社 
购买原材料、燃料

和动力、接受劳务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35,000 

4 株式会社中京 
购买原材料、燃料

和动力、接受劳务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2,000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1年 8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 2021年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应友

生、林春芳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此项议案

尚需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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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以

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客观、公允。关联方为公司向金

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且公司未提供反担保，不存在关联方利

用其关联关系输送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新增预计的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

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新增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所需，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未来

发展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上述新增预计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对

公司的主要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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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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