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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0-013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1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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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 年度，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

子公司向关联公司兰州国芳置业有限公司及关联方张辉阳先生租赁四处物业用

于经营，年租金合计 2,550,471.94元；子公司向关联人任照萍出租物业用于经营，

报告期内租金 50,302.53 元；向关联方甘肃顺宝商贸有限公司等采购商品，产生

交易金额 8,614,130.49 元；向关联方甘肃顺宝商贸有限公司等销售商品，产生交

易金额 792,522.83 元；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由关联方张国芳、张春芳提供借款

担保 10,000.00 万元；公司向关联公司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 8,745.0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说明 

1、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1）兰州国芳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 4-6 号；法定

代表人：张国芳，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持股 50%，公司持股 5%以

上的股东张辉、张辉阳分别持股 25%；注册资本：10,000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

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酒店管理、餐饮管理、住宿服务（仅限分支机

构经营）。 

（2）张辉阳，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4,005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9%，任公司董事职务。 

（3）甘肃顺宝商贸有限公司，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利安小区

14 幢；法定代表人：张晓燕；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之弟张孝忠之

配偶张晓燕持股 75%，张国芳之妹张小芳持股 10%；注册资本：1,200 万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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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范围：润滑油、通用机械、专用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日用百货、农副

产品、服装、汽车配件、家俱、办公用品的批发零售。该公司与公司签订联销合

同，经营服务品类。 

（4）甘肃通祥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兰州市七里河区敦煌路街道火星街 80

号 704 室；法定代表人：张蕾，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之弟张国平

控制公司；注册资本：200 万元；经营范围：服装、劳保用品、日用百货、农副

产品（不含食品及原粮油）、机械设备、五金交电、阀门管件、消防器材、汽车

配件、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电器成套设备、电子产

品、通讯设备（以上两项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仪器仪表、矿产品、化工设

备、石材、阀门管道、包装材料、电线电缆、电动工具、陶瓷制品、卫生洁具、

办公耗材的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设备的研发销售；室内外装潢装饰工

程（凭资质证经营）。该公司与公司签订联销合同，经营服务品类。 

（5）兰州泰源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兰州市城关区雁滩家具市场 3 号楼 610

室；法定代表人：斯巧珍，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之弟张国平控制

公司；注册资本：200 万元；经营范围：服装鞋帽、服饰、文化用品、办公用品、

日用化妆品的批发零售。该公司与公司签订联销合同，经营服务品类。 

（6）甘肃豪嘉利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兰州市城关区皋兰路街道榆中街 138

号 2 单元 702 室；法定代表人：张小芳，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之妹

张小芳及其配偶刘立伟各持股 50%；注册资本：100 万元；经营范围：服装鞋帽、

服饰、箱包皮草、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建筑材料、电线电缆、电子产品（不含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五金交电、电气设备的批发零售。该公司与公司签订联销

合同，经营服务品类。 

（7）任照萍，女，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系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张春芳之弟张庆华之配偶，为公司供应商，与公司签订联销合同、租

赁合同，经营服务品类。 

（8）张国芳，男，195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系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28,050 万股，持股比例 42.12%，与实际控制人

张春芳为夫妻。张国芳、张春芳共同无偿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9）张春芳，女，195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系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13,940 万股，持股比例 20.93%，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张国芳为夫妻。张国芳、张春芳共同无偿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10）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100MA74B61M6G，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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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区碱水沟 188 号三号楼，法定代表人：郑学明，注册资本：叁亿元整，成立

日期：2018 年 05 月 31 日。经营范围：日用百货、通讯器材、化妆品、箱包、

钟表眼镜、针纺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家电产品、日杂用品、皮革、玩

具、灯具、家具、家居用品、工艺礼品、黄金制品、金银首饰、珠宝、机电设备、

计算机设备、办公用品、健身器材、花卉批发零售；电影院、餐饮服务、美容美

发、KTV、电子游艺、室内娱乐（消防验收合格后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除高危体

育项目及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图书、音像制品、烟草制品、药品零售，食品

加工、销售，蔬菜、水果、食品销售（以上项目涉及许可证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灯箱制作、喷绘；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自营或

代理国内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除外）；自有

场地租赁；停车场服务；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金融、证券、期货、保险等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企业营销策划；酒店管理（不含自营酒店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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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企业系公司参股

公司。 

（ 11 ）宁波燕创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316897459T，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刘增，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高新区聚贤路 587 弄 15 号 2#楼

033 幢 10-1-48 室。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系股东、董事张辉阳之配偶控制的公司，持股比例 55%。公司向其销售商品（含

会员卡）。 

（ 12 ）宁波燕园世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847172M，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刘增，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高新区聚贤路 587 弄 15 号 2#楼

033 幢 10-1-38 室。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

务。系股东、董事张辉阳之配偶控制的宁波燕园姚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 35%）之全资子公司。公司向其销售商品。 

（13）黄山市国盛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021766891994D，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958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国芳，

注册地址：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徽城镇河西路 1 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租赁及物业管理、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国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旅

游服务；销售：五金、交电、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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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张春芳共同投资设

立。公司向其销售商品。 

（14）白银国芳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4007458851817，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辉，注册地址：甘肃省白银市西

区。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智能停车服务；一般旅馆；食品、饮料及

烟草制品专门零售；城市停车场服务；专业停车场服务；其他餐饮服务；焙烤食

品制造；房地产租赁经营；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快餐服务；物业管理服务；

饮料及冷饮服务；正餐服务；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系股东张国芳、张

辉、张辉阳共同投资的兰州国芳置业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其中兰州国芳置业有限

公司持股 94%，张辉持股 4%。公司向其销售商品。 

三、关联定价原则：遵循市场原则 

四、2020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1 年关联交易计划 

（一）2020 年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于 2020 年度发生如下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甘肃顺宝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5,411,455.18 

甘肃通祥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564,739.82 

兰州泰源服装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637,935.49 

合计 8,614,130.49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宁波燕创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12,479.65 

黄山市国盛置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67,145.13 

甘肃顺宝商贸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918.58 

白银国芳置业有限公司 销售会员卡 5,000.00 

兰州国芳置业有限公司 销售会员卡、商品 174,993.63 

宁波燕园世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6,985.84 

合计   792,522.83 

2、关联方租赁情况 

（1）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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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 

张辉阳 租赁 976,457.14 

兰州国芳置业有限公司 租赁 1,574,014.80 

合计 2,550,471.94 

（2）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 

任照萍 租赁 50,302.53 

合计 50,302.53 

4、关联担保情况：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借款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张国芳、张春芳 10,000.00 2020 年 6 月 21 日 
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起两年 

合  计 10,000.00   

5、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财务资助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 
1,245.00 2019 年 9 月 16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 
3,000.00 2019 年 11 月 2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 
4,500.00 2019 年 12 月 25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合  计 8,745.00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中，因业务合作发展变化，向关联采购商品金额有不同程

度调整，但均遵照公司相关制度和工作流程，按市场化交易原则进行，交易公允、

程序合规。2020 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外，接受关联方担保、与关联方共同

对外投资、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公司均已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二）2020年度公司关联交易计划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拟发生如下关联交易，合计交易金额

16,100,000.00 元。 

1、租赁关联方物业，2021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3,000,000.00 元； 

2、向关联方出租物业，2021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00,000.00 元； 

3、向关联方采购商品，2021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000.00 万元； 

4、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2021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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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上述关联交易计划遵循市场原则，将以公允价格进行交易，并将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履行有关程序。有关上述 2020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1 年关联

交易计划的议案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关联

董事张国芳先生、张辉女士、张辉阳先生回避此项议案中涉及向关联公司进行关

联租赁的有关事项、向关联公司采购商品、接受服务有关事项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关联交易影响 

上述 2020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及 2021年关联交易计划符合交易双方业务

发展实际需求、利益及发展策略，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的经营效益。定价遵循公平、

公正、公开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权益。 

六、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公司的正常业务范

围，为公司经营所必须，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产生不利影响。 

2、公司 2021 年度拟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企业经营状况正常，关联方能够履

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有较为充分的履约保障，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或形成公司坏账的可能性。 

3、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时，均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

关联交易的定价本着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

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0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1 年关联交易计划

的议案》提交公司拟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公

司长期发展战略，对公司发展有利。公司均按照“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相关关联交易合同/协议的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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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有效，交易定价符合市场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同意关于公司 2020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1 年关联

交易计划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的关联交易事项执行了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预计 2020 年度关联交易计划，符合相关规定。交易定价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严

格履行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回避了所

有有关关联议案的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 2021 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中必要

的、合理的行为，有利于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