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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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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

双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高剑飞系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子女配

偶的父母，2021 年 3 月 15 日，高剑飞辞去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三）
项、第三款第（四）项、第四款的规定，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湖州美妆小镇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系公司董事长，且公司
董事长亦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三款第（一）项及第（二）项的规定，湖州美
妆小镇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侯军呈、侯亚孟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该议案以 3 票同意、2 票回避、0 票反
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认为：公司 2022 年度拟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关联人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将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进行，依据市场
价格，协商定价、交易。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构成影响。我们对该事项无异议，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
应对该事项进行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22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关联人拟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将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
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价、交易。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双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控制。我们
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
人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开展的正常经营活动，该等关联交易均遵循了
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开展，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4、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系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并将遵循诚实信用、
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上述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1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发生情况具体如下：
关联人

2021 年
预计金额

2021 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在关联人
的银行账
户存款

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每日最高限额不超
过 15,000 万元

14,645.33 万
元

-

关联租赁
情况

湖州美妆小镇科技孵
化园有限公司

80 万元

87.15 万元

-

关联交易
类别

注1：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实际发生金额”所填为截至2021年
12月31日账户余额。2021年度公司从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存款利息
638.49万元。

（三）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占同类业
务比例

2023 年 1-5
月（2022 年
度股东大会
前）预计金
额（万元）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2021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每日最高限
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

14,362.95
万元

14,645
.33 万
元

6.13%

24.87 万元

87.15
万元

13.05
%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
预计金
额

在关联
人的银
行账户
存款

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每日最
高限额
不超过
15,000
万元

8.00%

关联租
赁情况

湖州美妆
小镇科技
孵化园有
限公司

180万元

18.00%

75 万元

注1：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所填为“截至2022年4月20日账户余额”
。
注2：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实际发生金额”所填为截至2021年
12月31日账户余额。
注3：该关联交易利息收入参照市场价格。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712576278B
成立日期：2005年6月20日
注册地址：乐清市城南街道伯乐西路99号
法定代表人：黄定表
注册资本：186,384.7214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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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浙江华虹电器有限公司5.03%、钻宝电子有限公司5.03%、上海上
丰集团有限公司5.03%、上海市轻纺集团有限公司5.03%、温州大鑫实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1.94%等
历史沿革：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初始成
立名为浙江乐清农村合作银行，2014年3月更为现名。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79,144,588,205.91元，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8,521,263,068.06元，2020年1-12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578,265,205.93元，实现净利润1,200,856,074.87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高剑飞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担任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剑飞系公司董事长子女配偶的父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三款第（四）项、第四款的规定，浙江乐清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偿债能力正常，具有履约能
力。

（二）湖州美妆小镇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23501364770
成立日期：2015年8月12日
注册地址：湖州市吴兴经济开发区埭溪分区国道北路56号
法定代表人：侯军呈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为科技企业提供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和经营，建筑工程设计，
物业管理，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日用百货、工艺品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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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化妆品产业（湖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00%
历史沿革：湖州美妆小镇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初始成立
名为湖州中业望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7月更为现名。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侯军呈于2019年1月至今担任其董事长兼总经理。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72,037,615.44元，归属于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38,781,772.65 元 ， 2021 年 1-12 月 份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80,438,782.46元，实现净利润6,260,319.59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湖州美妆小镇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系公司董事长，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三款第（一）
项及第（二）项的规定，湖州美妆小镇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湖州美妆小镇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偿债能力正常，具有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以公平、公正
为原则，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经营需要，系公司正常业务往来。公司与关
联人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将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

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价、交易。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控制。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书面
意见》。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