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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947       证券简称: 丹田股份        主办券商：新时代证券 

珠海市丹田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及关联关系概述 

因公司经营的需要，公司2018年度会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日

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事项 
2018 年预计交易额 

（单位：元） 

珠海经济特区丹田置业

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 

接受物业管理 200,000.00 

提供房屋租赁 150,000.00 

珠海市丹诺百货管理有

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 

接受物业管理 6,500,000.00 

提供物业管理 80,000.00 

珠海泓华房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 
接受物业管理 400,000.00 

珠海市东部丹田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 

接受物业管理 100,000.00 

提供装修工程 1,800,000.00 

珠海丹田物流服务有限

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 
接受物业管理 400,000.00 

珠海丹田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 

提供道闸及配件销

售 
700,000.00 

珠海尚唯家公寓管理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

司参股公司 
接受物业管理 450,000.00 

珠海盛世丹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提供电动车销售 1,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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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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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司经营的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丹田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珠海盛世丹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会发生日常性关

联交易，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事项 
2018 年预计交易额 

（单位：元） 

中山亿泰克电动车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股东 

提供电动车销售 1,000,000.00 

接受电动车配件

采购 
1,170,000.00 

  因公司经营的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公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度会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事项 
2018 年预计交易额 

（单位：元） 

珠海经济特区丹田置业

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 
提供房屋租赁 500,000.00 

珠海市丹诺百货管理有

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 
提供房屋租赁  1,000,000.00 

珠海市丹诺百货管理有

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 
提供物业管理 250,000.00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珠海经济特区丹田置业有限公司是丹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100%

股权的子公司，同受实际控制人高志东控制。 

珠海市丹诺百货管理有限公司是珠海经济特区丹田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其70%股权的子公司，同受实际控制人高志东控制。 

珠海泓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是柏联发展有限公司和安丰投资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柏联发展有限公司和安丰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68%和32%的股权，同受实际控制人高志东控制。 

    珠海市东部丹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珠海经济特区丹田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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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70%股权的子公司，同受实际控制人高志东控制。 

珠海丹田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是珠海经济特区丹田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其100%股权的子公司，同受实际控制人高志东控制。 

珠海丹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珠海经济特区丹田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其90%股权的子公司，同受实际控制人高志东控制。 

珠海盛世丹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丹田电

动车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的子公司，是丹田股份的控投子公司。 

珠海尚唯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是珠海经济特区丹田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丹田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30%股权。 

珠海公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丹教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其 51%股权，是丹田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中山亿泰克电动车有限公司持有珠海丹田电动车有限公司35%的股

权，珠海盛世丹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珠海丹田电动车有限公司持有

其100%股权的子公司，中山亿泰克电动车有限公司是控股子公司股东。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8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关于

预计 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高志东、高楠、郑辉三人因关

联关系回避表决，由此导致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四人，议

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不存在  

二、关联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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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珠海经济特区丹田置业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凤

凰北路1015号丹

田广场写字楼510

室 

有限责任公司 郑瑜 

珠海市丹诺百货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凤

凰北路1015号丹

田广场写字楼508

室 

有限责任公司 高志东 

珠海泓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凤

凰北路1015号第5

层D区 

有限责任公司 郑瑜 

珠海市东部丹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情侣

北路199号（美丽

湾）美丽湾商场第

三层A区 

有限责任公司 郑健 

珠海丹田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市横琴新区

宝华路6号105室

-11697 

有限责任公司 郑瑜 

珠海丹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凤凰

北路1015号第五

层写字楼511室 

有限责任公司 高志东 

珠海尚唯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侨

光路303-101商铺

（马赛公馆1栋

-A09商铺） 

有限责任公司 张伟城 

珠海公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横琴新区

宝华路6号105室

-37465 

有限责任公司 高楠 

珠海盛世丹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横琴新区

宝华路6号105室

-22695(集中办公

区) 

有限责任公司 田岱山 

中山亿泰克电动车有限公司 

中山市五桂山镇

桂南管理区桂南

工业区23号 

有限责任公司 张忠 

（二）关联关系 

   高志东是珠海市丹田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珠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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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特区丹田置业有限公司是丹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的子公司，

同受实际控制人高志东控制。珠海市丹诺百货管理有限公司是珠海经济特

区丹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70%股权的子公司，同受实际控制人高志东控

制。珠海泓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是柏联发展有限公司和安丰投资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柏联发展有限公司和安丰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68%和32%

的股权，同受实际控制人高志东控制。 

     珠海市东部丹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珠海经济特区丹田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其70%股权的子公司，同受实际控制人高志东控制。珠海丹田物流服

务有限公司是珠海经济特区丹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的子公司，

同受实际控制人高志东控制。珠海丹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珠海经济特区

丹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90%股权的子公司，同受实际控制人高志东控制。 

珠海尚唯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是珠海经济特区丹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珠海市丹田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30%股权。 

珠海公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丹教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其 51%股权，是丹田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中山亿泰克电动车有限公司持有珠海丹田电动车有限公司35%的股权，

是公司控股子公司股东。珠海盛世丹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珠海丹田电

动车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的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控股子公司。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公司向珠海经济特区丹田置业有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预计交易金

额不超过 15万元。租赁费用采取市场化定价，与该大厦内其他非关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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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的租金水平相当。 

2.公司向珠海市丹诺百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丹田广场四楼办公室的物

业管理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8万元。 

3.公司向珠海市东部丹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购买装修工程服务，预计

交易金额不超过 180万元。 

4．公司向珠海丹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购买道闸及配件，预计交易金额

不超过 70万元。 

5.公司向珠海盛世丹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电动车，预计交易金

额不超过 160万元。 

6．珠海盛世丹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山亿泰克电动车有限公司购

买电动车，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万元。 

7.珠海公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珠海经济特区丹田集团有限公司和珠

海市丹诺管理有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预计交易金额分别不超过 50万元和

100万元。 

8.珠海公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珠海市丹诺管理有限公司购买租赁场

所的物业管理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25万元。 

（二）销售、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1.公司为珠海经济特区丹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预计交易金

额不超过 20万元。 

2.公司为珠海市丹诺百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租赁物业提供清洁、安

保、维修物业管理服务及其部分管理物业的水电费等，预计交易金额不超

过 6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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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为珠海泓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房产项目提供物业管理

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40万元。 

4．公司为珠海市东部丹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预计

交易金额不超过 10万元。 

5．公司为珠海丹田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预计交易金

额不超过 40万元。 

6、公司为珠海尚唯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预计交易

金额不超过 45万元。 

7、珠海盛世丹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山亿泰克电动车有限公司提

供电动车配件采购，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17万元。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

正常所需，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情形。 

五、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的正常需求,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关联子公司与关联方预计购买商品及服务的费用共708万元，

预计占公司2018年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不超过5%，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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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及关联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及销售，预计收入共

922万元,预计占公司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不超过5%，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珠海市丹田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珠海市丹田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