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826� � � � �证券简称：测绘股份 公告编号：2021-103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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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工程测勘技术服务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拥有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和测绘甲级资质证书，在工程测量等方面具

有丰富经验及成功案例，在南京区域的地理信息、岩土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在南京

地区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及竞争优势。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会与关联人发生购销商品方

面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2021年度预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及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或关联企业发生日常

性关联交易总合同金额为人民币600万元（含税），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

金额为人民币322.17万元（含税）。

2、公司于2021年11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关联董事卢祖飞和王海龙对上述议案予以回避表决。本议案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修订）》的有关规定，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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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注

1）

上年发生金额

关联销售

南京通润金基置业有限

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市场公允价格 199.40 116.17

南京冠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市场公允价格 218.91 -

南京德润置业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市场公允价格 27.68 - 11.59

南京金基华海置业有限

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市场公允价格 18.18 - 6.00

南京金基东南置业有限

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市场公允价格 15.10 0.25 101.07

南京金基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市场公允价格 1.54 1.54 3.73

南京红五月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市场公允价格 0.80 3.18 0.94

南京紫气通华置业有限

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市场公允价格 0.42 - 1.93

南京金基合悦地产有限

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市场公允价格 - 7.25 60.98

南京扬子金基置业有限

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市场公允价格 - 20.00 108.21

大江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市场公允价格 - 1.84 5.27

小计 482.03 150.23 299.72

关联采购

南京国创园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接受房屋租

赁

市场公允价格 117.97 98.31 -

小计 117.97 98.31

注1： 上述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指公司履行完毕合同已确认收入含税金额， 尚未经审

计。

（三）上一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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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发生

金额（注

1）

预计金额

（注2）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关联销售

南京扬子金基置业

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108.21 110.00 0.19% -1.63%

2020年12月

13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

的公告

2020-073

南京金基东南置业

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101.07 230.00 0.18% -56.06%

南京金基合悦地产

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60.98 179.05 0.11% -65.94%

南京第二机床厂有

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15.21 50.00 0.03% -69.58%

南京德润置业有限

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11.59 11.60 0.02% -0.09%

南京埃德法电气自

动化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7.00 7.00 0.01% 0.00%

南京金基华海置业

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6.00 6.00 0.01% 0.00%

大江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5.27 0.01%

南京金基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

司

提供技术服

务

3.73 3.73 0.01% 0.00%

南京紫气通华置业

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1.93 1.93 0.00% 0.00%

南京红五月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0.94 0.45 0.00% 108.89%

南京金基通产置业

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

务

0.24 0.24 0.00% 0.00%

小计 322.17 600.00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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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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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注1：上述实际发生金额系指公司已履行完毕合同且经审计后确认含税收入金额；

注2：上述预计金额是指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预计签订的合同金额（含税）；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信息

1、南京通润金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润金基” ）

注册资本：9,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南路108号博济聚创科技园3号楼3032室

法定代表人：徐波涛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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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房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销售代理；物业管理；住房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0-31 项目 2021年1-10月

总资产 478,309.37 营业收入

净资产 8,996.92 净利润 -3.08

关联关系：通润金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祖飞间接控制的金基集团控股四级公司，该关

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修订）》第 7.2.3条第（三）款的规

定，其与公司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2、南京冠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鸿房地产” ）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南路108号博济聚创科技园3号楼335-A室

法定代表人：徐波涛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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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房地产评估；房地产咨询；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0-31 项目 2021年1-10月

总资产 341,243.22 营业收入

净资产 9,999.95 净利润 -0.05

关联关系： 冠鸿房地产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祖飞间接控制的金基集团控股五级公司。该

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修订）》第 7.2.3条第（三）款的规

定，其与公司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3、南京德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润置业” ）

注册资本：23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凤凰大街55号-69

法定代表人：徐波涛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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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0-31 项目 2021年1-10月

总资产 628,097.96 营业收入 11.93

净资产 239,042.54 净利润 -6,265.65

关联关系：德润置业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祖飞间接控制的金基集团控股三级公司，该关

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修订）》第 7.2.3条第（三）款的规

定，其与公司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4、南京金基华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基华海” ）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南京市江宁区空港经济开发区飞天大道69号

法定代表人：董建勋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装、维修；建筑材料销售；房地产项目

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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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0-31 项目 2021年1-10月

总资产 173,655.55 营业收入 49.22

净资产 -1,427.85 净利润 -618.23

关联关系： 金基华海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祖飞间接控制的金基集团控股三级公司，该

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修订）》第 7.2.3条第（三）款的规

定，其与公司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5、南京金基东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基东南” ）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南京市秦淮区大校场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徐波涛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地产经纪；商品房销售代理；房地产项目管

理；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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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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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0-31 项目 2021年1-10月

总资产 623,831.42 营业收入

净资产 6,392.60 净利润 -2,034.22

关联关系：金基东南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祖飞间接控制的金基集团控股三级公司，该关

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修订）》第 7.2.3条第（三）款的规

定，其与公司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6、南京金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基集团” ）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水西门大街272号

法定代表人：卢祖飞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屋的建设、销售、租赁及配套服务；物业管理；提供劳务服

务、仓储服务；建筑业钢结构工程专业制作与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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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0-31 项目 2021年1-10月

总资产 629,720.20 营业收入 4,340.69

净资产 6,644.74 净利润 -8,220.61

关联关系：金基集团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祖飞间接控制的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修订）》第 7.2.3条第（三）款的规定，其与公司的交易行

为构成关联交易。

7、南京红五月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五月文化” ）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南京市鼓楼区福建路洪庙一巷5号

法定代表人：吴啟月

经营范围：文化产业园规划，市场营销策划；物业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

告；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办公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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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0-31 项目 2021年1-10月

总资产 2,670.29 营业收入 354.89

净资产 852.84 净利润 -68.95

关联关系：红五月文化系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高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四级公司，该关

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修订）》第 7.2.3条第（二）款的规

定，其与公司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8、南京紫气通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气通华” ）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南京市秦淮区军农路3号光华创意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王海龙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屋建设、销售；自有房屋租赁及相关配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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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0-31 项目 2021年1-10月

总资产 541,746.89 营业收入 313.64

净资产 -18,846.47 净利润 -725.86

关联关系：紫气通华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祖飞间接控制的金基集团控股三级公司，该关

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修订）》第 7.2.3条第（三）款的规

定，其与公司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9、南京扬子金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金基” ）

注册资本：20,816.326531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滨江大道396号1号楼

法定代表人：徐波涛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房地产租赁经营；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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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0-31 项目 2021年1-10月

总资产 256,878.01 营业收入

净资产 15,182.76 净利润 -3,716.21

关联关系：扬子金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祖飞间接控制的金基集团控股三级公司，该关

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修订）》第 7.2.3条第（三）款的规

定，其与公司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10、南京金基合悦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基合悦” ）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南京市秦淮区大校场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徐波涛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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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0-31 项目 2021年1-10月

总资产 233,931.58 营业收入 51.10

净资产 9,174.46 净利润 -358.26

关联关系：金基合悦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祖飞间接控制的金基集团控股四级公司，该关

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修订）》第 7.2.3条第（三）款的规

定，其与公司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11、大江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江环境” ）

注册资本：14,4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贤坤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永鹏

经营范围：湖泊流域治理；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与综合利用；市政垃

圾处理、污泥处置、污水处理；水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修复；环保工程项目投资、咨询、设计、施

工与运营管理；环保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推广与应用；环保材料、环保设备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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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租赁服务（不含出版物出租）（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0-31 项目 2021年1-10月

总资产 19,760.82 营业收入 3,636.12

净资产 11,688.08 净利润 -305.32

关联关系：大江环境系公司董事王海龙担任董事的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修订）》第 7.2.3条第（三）款的规定，其与公司的交易行为构成

关联交易。

12、南京国创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国创园” ）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南京市秦淮区菱角市66号

法定代表人：吴啟月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投资管理；企业营销策划；经济信息咨询；国内各类广告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凭许可证经营的项目除外）；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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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0-31 项目 2021年1-10月

总资产 11,501.98 营业收入 6,345.48

净资产 141.38 净利润 1,129.30

关联关系：南京国创园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的金基集团控股三级公司，该关联人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修订）》第 7.2.3条第（三）款的规定，其

与公司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二）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关系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公司与上述公司交易情况分析，公司认为：上述公

司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定价原则及定价依据：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收款及结算：按照公司统一的结算方式进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根据 2021年度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关联人签署相关协议或业务委托书。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工程测勘技

术服务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 公司拥有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和甲级测绘资质证书，

在工程测量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及成功案例，在南京区域的地理信息、岩土等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数据资源，在南京地区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及竞争优势。上述关联方主要为房地产开

发商或工程建设单位，相关工程建设地处南京，其具有必要的工程测量需求，鉴于公司在南京

地区的品牌和竞争优势，其在履行内部必要的供应商选择程序后选择公司作为工程测勘技术

服务方，具有合理性。

2.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原则，依据市场价

格定价交易，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

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按照财政部、国家测绘局颁布的《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财

建[2009]17号）、国家发改委、住建部颁布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2002]10

号）等规定为指导，结合市场竞争情况作为定价依据，价格具有公允性。

同时，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已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要

求依职级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3.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相关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

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占公司收入的比重较低，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核查，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以及对公司上一年

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的确认,�属于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符合公司经营所需，

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构成对上

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表决

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 我们同意该议案。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以及对公司上一年度实际发生

的关联交易的确认系为满足公司业务的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同时也符合公司的长

远利益，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公司预计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2020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全体股东及公司负责的原则，对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询问了公司有关人员关于此次事项的具体情况，并对相关文

件进行了事前审阅，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 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确认的事前意见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前，公司已将相关材料递交我们审阅，我们对有关情况进行了

认真的核查，认为公司与关联人开展的业务属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与关联人交易价格依据市

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内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

涂 勇： 杜培军：

陈良华：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及《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作为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对

全体股东及公司负责的原则，基于实事求是、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确认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以及对公司上一年度

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的确认,属于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符合公司经营所需，关

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构成对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表决上

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 我们同意该议案。

独立董事：

涂 勇： 杜培军：

陈良华：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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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6日在公司808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21年11月20日以通讯方式

送达给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由公

司监事会主席李勇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讨论审议后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以及对公司上一年度实际发生的

关联交易的确认系为满足公司业务的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同时也符合公司的长远

利益，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公司预计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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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6日在公司819

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的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21年11月20日

以通讯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和监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应到监事3人，实到

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储征伟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讨论审议后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会与关联人发生购销商品方面的日常关联交易。为进一步强

化关联交易管理，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了合

理预计；并基于谨慎原则，对公司上一年度实际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确认。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议案关联董事卢祖飞、王海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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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对其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0年3月14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

对其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

州灿坤” ）为其全资孙公司PT.STAR� COMGISTIC� INDONESIA（以下简称“SCI” ）向往来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简称“厦门建行” ）申请贸易融资额度合计不超

过1,500万人民币提供担保，于2020年6月23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

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对其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为其全

资孙公司SCI向往来银行厦门建行申请贸易融资额度合计不超过3,500万人民币提供担保，累

计向厦门建行申请贸易融资额度合计不超过5,000万人民币提供担保。

公司于2020年10月27日召开的2020年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

坤对其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漳州灿坤” ）为其全资孙公司PT.STAR� COMGISTIC� INDONESIA（以下简称“SCI” ）向永

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简称“永丰银行” ）申请借款额度不超过300万美元提供担保。

因建行贸易融资额度于2021年8月13日 到期，永丰银行流贷额度于2021年9月7日到期。为

继续取得新一期的银行额度。公司于2021年8月3日召开的2021年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对其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为

其全资孙公司SCI向往来银行厦门建行申请不超过5,000万人民币贸易融资额度和永丰银行申

请不超过500万美元的借款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4日披露的《关于控

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对其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总的担保额度情况详见下表：

（一）厦门建行担保额度情况

往来银行

被担保

人

申请贸易

融资额度

（万人民

币）

担保额度

（万人民

币）

担保形式 担保期限 銀 行 額

度期限

用途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厦 门 市 分

行

SCI 5,000 5,000

SCI单笔贸易融资金额的50%占用漳

州灿坤在厦门建行的未使用授信额

度， 另50%由漳州灿坤提供保证金做

质押担保，SCI在厦门建行的全部授

信由漳州灿坤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

证金比例可按照银行规定调整

依单笔贸

易融资期

限 , 但最

长不超过

一年

2021 年

09 月 06 日

-2023年08月

06日

贸易

保额度 5,000 5,000

（二）永丰银行担保额度情况：

往来银行

被担保

人

申请银行

借款额度

（万美元）

担保额度

（万美元）

担保形式 担保期限 銀 行 額

度期限

用途

永 丰 银 行

(中国 )有限

公司

SCI 500 500

依实际借款金额提供等值保证金设

质担保

在银行额

度 期 限

内， 单笔

借款之日

起最长不

超过一年

2021 年

09 月 03 日

-2022年09月

30日

流贷

担保额度 500 500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根据上述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漳州灿坤与永丰银行于2021年10月27日签署《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质

押合同》及《贸易金融业务总约定书》，截止本披露日漳州灿坤为SCI担保额度未动用借

款，不存在已发生未到期担保。

漳州灿坤与厦门建行于2021年9月6日签署《保证合同(本金最高额)（含综合融资额度、贸

易融资额度）》，SCI与厦门建行签署 《贸易融资额度合同》，SCI向厦门建行申请开立信用证,

以承兑日起计入担保。原额度到期后担保余额由新一期的银行额度承接。截止本披露日，漳州

灿坤就其全资孙公司SCI向厦门建行申请信用证累计承兑金额1,007,556.73美元提供担保(等值

人民币6,435,466.34元)。详见下表：

SCI厦门建行贸易融资开立信用证及漳州灿坤发生担保明细表

序号 开证日 L/C�NO. 承兑日 币别

贸易融资

LC承兑金额

漳州灿坤

担保金额

担保到期日

1 2021/5/6 SM021IL000155500 2021/6/24 USD 38,734.85 38,734.85 2021/12/1

2 2021/5/24 SM021IL000162300 2021/7/1 USD 84,554.24 84,554.24 2021/12/20

3 2021/6/7 SM021IL000165600 2021/7/9 USD 48,854.60 48,854.60 2021/12/22

4 2021/4/29 SM021IL000153300 2021/7/12 USD 71,225.00 71,225.00 2021/12/6

5 2021/6/7 SM021IL000165600 2021/7/19 USD 59,574.76 59,574.76 2021/12/29

6 2021/7/20 SM021IL000173500 2021/9/1 USD 8,280.00 8,280.00 2022/1/27

7 2021/8/10 SM021IL000176800 2021/9/18 USD 23,360.00 23,360.00 2021/12/6

8 2021/9/6 SM021IL000177900 2021/10/14 USD 25,670.00 25,670.00 2021/12/29

9 2021/9/27 SM021IL000187000 2021/10/26 USD 583,223.28 583,223.28 2022/1/13

10 2021/10/8 SM021IL000188100 2021/11/1 USD 20,520.00 20,520.00 2022/1/18

11 2021/10/8 SM021IL000188100 2021/11/5 USD 20,520.00 20,520.00 2022/1/24

12 2021/9/9 SM021IL000178000 2021/11/22 USD 23,040.00 23,040.00 2022/2/7

合计 USD 1,007,556.73 1,007,556.73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PT.STAR� COMGISTIC� INDONESIA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PT.STAR� COMGISTIC� INDONESIA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26日

注册地：印度尼西亚

主 要 办 公 地 点 ：JL. � PANAS� BUMI� KP. � ANGKRONG� RT/RW� 43/18DS�

SUNDAWENANG� KEC� PARUNG� KUDAKAB� SUKABUMI

法定代表人：蔡渊松

注册资本：USD4,100万

主营业务：生产显示器、LCD电视、吊灯、台灯、LED灯、日光灯、除湿机、搅拌器、果汁机、灭

蚊器、咖啡壶、电吹风、电风扇、加湿器、电烤箱、微波炉、烤面包机、电饭煲、电熨斗、油炸锅、热

水壶。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系：SCI由英昇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昇发展” ）持股99.82%，

由奥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升投资” ）持股0.18%。英昇发展和奥升投资均为上市公司

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的全资子公司。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USD万元

科目

2020年

(经审计)

2021年1~10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00.90 3,010.41

负债总额 1,568.05 712.3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1,632.86 2,298.02

营业收入 3,507.37 3,423.32

利润总额 23.69 59.32

净利润 22.26 58.45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披露日， 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500万美元及5,000万元人民币 (均为

2021年8月3日公司第五次董事会通过的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为其全资孙公司SCI提供的担保

额度)。其中，永丰银行额度未动用借款，不存在已发生未到期担保，厦门建行的贸易融资额度

实际已发生未到期担保金额为1,007,556.73美元(等值人民币6,435,466.34元)，均为控股子公司

漳州灿坤为其全资孙公司SCI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74%。

除上述担保外，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亦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五次董事会决议

2、漳州灿坤与厦门建行签署的《保证合同(本金最高额)（含综合融资额度、贸易融资额

度）》

3、SCI与厦门建行签署的《贸易融资额度合同》，SCI向厦门建行申请开立的信用证及承兑

通知书

4、漳州灿坤与永丰银行签署的《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及《贸易金融业务总

约定书》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178� � � �证券简称：万德斯 公告编号：2021-086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集中竞价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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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二期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投二

期” ）、江苏高投宁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泰创投” ）互为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5,284,32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2170%。其中，创投二期持有公司4,811,

091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5.6603%， 宁泰创投持有公司473,232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68%。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2021年1月14日起上市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1年8月10日，公司披露了《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创投二期、宁泰创投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3%（即2,549,935股）。

公司于2021年11月29日收到创投二期、宁泰创投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进展告知函》，创

投二期、宁泰创投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暂未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创投二期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4,811,091 5.660% IPO前取得：4,811,091股

宁泰创投 5%以下股东 473,232 0.557% IPO前取得：473,23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创投二期 4,811,091 5.660%

创投二期、宁泰创投的基金管理人均为南

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宁泰创投 473,232 0.557%

合计 5,284,323 6.217% 一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

例

创投二

期

181,162 0.2131%

2021/9/2～

2021/10/12

集中竞

价交易

25.44�-27.

58

4,906,022 4,629,929 5.4471%

宁泰创

投

355,220 0.4179%

2021/9/2～

2021/10/8

集中竞

价交易

25.12�-27.

62

9,455,704 118,012 0.1388%

注：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公司于2021年11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并撤回申请

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发

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80）。

本次减持事项与公司披露的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关。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股价变动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决定

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

和减持价格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

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03876� � �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1-110

债券代码：113534� � � �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之一江苏沿海持股比例变动达1%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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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苏沿海” ）本次权益变动的主

要原因为江苏沿海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及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的被动稀释， 未触及要约

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因公司可转债进入转股期，本公告中的股东权益变动比例、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按照

截至2021年11月28日公司总股本485,896,138股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江苏沿海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比例由4.01%降至3.01%。

近日，由于股东江苏沿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鼎胜转债” ）转股使公司总股本增加触发江苏沿海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导致

其持股比例变动达1%。现将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江苏沿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59号国睿大厦一号楼B区4楼A506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11月29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减少比例（%）

集中竞价

2021-8-6至

2021-11-29

人民币普通股 4,274,503 0.88

被动稀释

2021-7-1至

2021-11-28

人民币普通股 0 0.12

备注：

（1）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11月28日“鼎胜转债” 累计转股数量为14,415,228股，截至

2021年11月28日，公司总股本为485,896,138股。2021年8月6日至2021年11月29日期间，江苏沿

海采用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合计4,274,503股。综上两项，截至2021年11月29日，江苏沿

海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4.01%（2021年6月30日持股比例）降至3.01%，持股变动达1%。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群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义务披露人拥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江苏沿海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900,000 4.01 14,625,497 3.01

三、其他情况说明

1、股东江苏沿海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原因为江苏沿海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及公司可

转债转股导致的被动稀释，未触及要约收购。江苏沿海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

后的六个月内(即2021年8月2日至2022年2月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9,429,618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即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 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尚未完成。

2、“鼎胜转债” 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数量、转股时间

均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权益变动情况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未触及要约收购。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8

2021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