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890

证券简称：*ST胜尔

公告编号：2020-110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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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1年度，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与关联方控股股东法尔
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昇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达成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总金额不超过54,135万元。2020年1-10月，公司与泓昇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33,808.31万元。
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0年12月11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与会全体11名董事中，董事陈明军
先生、黄芳女士、黄彦郡先生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其余8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
关联交易。
2、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在股东大会上控股股东法尔胜
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二）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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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关联人

类别

江苏法尔胜材料分析
测试有限公司
法尔胜集团进出口有
限公司
江阴法尔胜泓昇不锈
钢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
公司

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定

内容

价原则

防锈油

原材料

不锈丝

缆索、索股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江苏法尔胜泓昇重工

设备及维

参考市场价

有限公司

修

格确定

向关联人

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

半成品丝、 参考市场价

采购原材

有限公司

盘条

料

江阴法尔胜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江阴法尔胜住电新材
料有限公司
江阴泓昇木业制品有
限公司

模具

格确定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原材料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木盘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

盘条及加

参考市场价

金属材料分公司

工

格确定

其他关联人

其他产品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小计

向关联人
采购/销
售燃料和
动力

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

采购蒸汽

参考市场价

有限公司

费

格确定

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

销售水电

参考市场价

有限公司

费

格确定

其他关联人

其他产品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小计
法尔胜集团进出口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钢丝绳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

半成品钢

参考市场价

有限公司

丝

格确定

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

成品及材

参考市场价

有限公司

料

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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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金

截至披露

2020 年

额或预计金

日已发生

1-10 月发

额

金额

生金额

100

0

79.10

800

0

525.50

250

0

192.59

3,700

0

1,954.84

1,400

0

836.89

2,400

0

1,180.94

50

0

21.17

30

0

0

100

0

0

1,200

0

0

300

0

64.73

10,330

0

4,855.76

150

0

96.87

1,900

0

1,336.80

300

0

6.88

2,350

0

1,440.55

3,000

0

1,600.46

30,000

0

20,611.32

2,000

0

1,462.58

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定

内容

价原则

江苏法尔胜金属线缆

钢丝、钢丝

参考市场价

销售有限公司

绳

格确定

其他关联人

其他产品

关联人

类别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小计
江阴泓安物业管理有

物业服务

参考市场价

限公司

费

格确定

江苏法尔胜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江苏法尔胜材料分析

检测服务

参考市场价

接受关联

测试有限公司

费

格确定

人提供的

江阴高新科技开发有

软件服务

参考市场价

劳务

限公司

费

格确定

江阴法尔胜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物业服务

其他服务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小计
法 尔 胜 泓 昇集 团 有 限
公司
江 阴 法 尔 胜住 电 新 材
租赁

料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承租房屋

出租厂房

其他租赁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小计

合同签订金

截至披露

2020 年

额或预计金

日已发生

1-10 月发

额

金额

生金额

5,200

0

3,397.66

300

0

0

40,500

0

27,072.02

0

0

46.30

170

0

126.0

5

0

5.25

180

0

12.40

160

0

0

300

0

152.78

815

0

342.73

40

0

0

0

0

96.60

100

0

0.65

140

0

97.25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法尔胜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1) 公司成立日期：1996 年 12 月 24 日
2)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3) 法定代表人：董东
4) 住所：江阴市澄江中路 165 号
5)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预包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危险化学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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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按许可证所列范围和方式经营）。
6) 关联关系：法尔胜集团进出口公司系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而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系同一控股股东，所以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
7) 履约能力分析：法尔胜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
过去交易历史表明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且从其财务状况和商业信用看，
本公司不怀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8)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法尔胜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22,181.46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210,104.38 万元，净利润：1,902.9 万元。
（二） 江阴法尔胜泓昇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1) 公司成立日期：2016 年 1 月 7 日
2)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3) 法定代表人：董东
4) 营业场所：江阴市澄东街道山观蟠龙山路 28 号
5) 经营范围：不锈钢丝及制品、焊接材料、不锈钢标准件、碳钢制品、合
金钢制品的制造、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6) 关联关系：系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系同一控
股股东，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系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从其财
务状况和商业信用看，本公司不怀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8)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阴法尔胜泓昇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经审计净
资产：28,113.56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63,353.52 万元，净利润：536.34
万元。
（三） 江阴法尔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公司成立日期：2020 年 10 月 29 日
2) 法定代表人：张伟君
3)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4) 营业场所：江阴市澄江中路 16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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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家政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
消毒服务；餐饮器具集中消毒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婚庆礼仪服务；礼仪服务；
摄影扩印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在线能源监
测技术研发；环境保护监测；水污染治理；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安全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市场
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消防器材销售；安防设备销售；安全系统监控服务；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日用百货
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软件开发；体育用品及器材
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健身休闲活动；棋牌室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房地产咨询；房地产评估；体育中介代理服务；停车场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理；
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旅客票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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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联关系：系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孙公司，与本公司系同一控
股股东，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系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孙公司，从其财
务状况和商业信用看，本公司不怀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8) 江阴法尔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新公司，预计 2021 年 1 月起正式运营，
目前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四） 江苏法尔胜材料分析测试有限公司
1) 公司成立日期：2004 年 4 月 26 日
2) 法定代表人：卫健
3)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4) 营业场所：江阴市石庄华特西路 18 号
5)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相关原辅材料、非金属材料、新材料性
能的检测、分析、仲裁；工程探伤；工程检测、环境检测；综合检测方法设计；
检测人员岗位培训；材料工艺试验；经授权的产品抽检；出具上述相关产品检测
及检定报告；检测仪器设备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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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联关系：系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而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系同一控股股东，所以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系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从其财
务状况和商业信用看，本公司不怀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8)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法尔胜材料分析测试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
产：2,137.18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3,891.52 万元，净利润：367.5 万元。
（五） 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
1) 公司成立日期：2001 年 12 月 26 日
2) 法定代表人：董东
3) 注册资本：8,126.93 万元人民币
4) 营业场所：江阴市经济开发芙蓉路
5) 经营范围：金属丝绳及其产品、通用设备、电子产品的制造、加工、销
售；钢材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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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联关系：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系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而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系同一控股股东，所以该公司为本公司的
关联法人。
7) 履约能力分析：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胶带用钢丝绳、
航空用钢丝绳的生产，目前是国内最大的胶带绳生产基地，过去交易历史表明该
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且从其财务状况和商业信用看，本公司不怀疑其存在
履约风险问题。
8)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7,298.2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39,066.66 万元，净利润：230.05 万元。
（六） 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 公司成立日期：2011 年 3 月 1 日
2) 注册资本：26,417 万元人民币
3) 法定代表人：董东
4) 公司注册地址：江阴市石庄华特西路
5) 经营范围：钢丝、钢丝绳及其制品的制造、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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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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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联关系：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系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而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系同一控股股东，所以该公司为本公司的
关联法人。
7) 履约能力分析：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我国线接触钢丝绳高新
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基地，从其财务状况和商业信用看，本公司不怀疑其存在履约
风险问题。
8)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21,567.55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49,243.8 万元，净利润：2.78 万元。
（七） 江阴高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 公司成立日期：1992 年 4 月 22 日
2) 法定代表人：李伟峰
3) 注册资本：250 万元人民币
4) 营业场所：江阴市澄江中路 165 号
5)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电子电器及其自动控制项目的研发、开发、销
售；计算机设备的销售和维修；通信设备（不含发射装置）、机械设备、冶金产
品的销售。
6) 关联关系：江阴高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系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与本公司系同一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 履约能力分析：江阴高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计算机设备的销售
和维修，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且从其财务状况和商业信用看，本公司不
怀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8)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阴高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277.81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855.8 万元，净利润：1.79 万元。
（八）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
1）公司成立日期：2001 年 3 月 7 日
2）法定代表人：董东
3）注册资本：1,142.8571 万美元
4）营业场所：江苏省江阴市澄常开发区
5）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预制平行钢丝束股、预制被覆斜拉索、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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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空气系统设备、锚具、吊杆、预应力结构拉索，并提供相关产品的安装施工、
检测、维护及技术咨询服务；承接特种工程（特殊设备起重吊装）的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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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系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与本公司系同一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悬索、斜拉索等桥用
缆索的生产，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且从其财务状况和商业信用看，本公
司不怀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8）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28,468.89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74,723.73 万元，净利润：3,480.07 万元。
（九） 江苏法尔胜泓昇重工有限公司
1）公司成立日期： 2015 年 08 月 28 日
2）法定代表人：韩志平
3）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4）营业场所：江苏省江阴市蟠龙山路 28 号
5）经营范围：工程机械设备、通用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金属制品及其配
套设备的制造、加工、维修；金属材料、电子产品、玩具、记忆合金的制造、加
工、销售；汽车零部件、纺织机械及其配件、工业控制系统的研究、开发、制造、
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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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江苏法尔胜泓昇重工有限公司系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与本公司系同一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江苏法尔胜泓昇重工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工程机械设备、
通用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金属制品及其配套设备，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且从其财务状况和商业信用看，本公司不怀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8）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法尔胜泓昇重工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4,948.1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12,300.68 万元，净利润：-436.73 万元。
（十） 江阴法尔胜住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成立日期：2003 年 9 月 1 日
2）法定代表人：董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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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资本：285 万美元
4）营业场所：江阴市璜土镇澄常工业开发区
5）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高档建筑用预应力五金制品、波纹五金管件、夹片
五金件，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及配套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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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江阴法尔胜住电新材料有限公司系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系同一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江阴法尔胜住电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和销售
填充型环氧涂层钢绞线的企业，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且从其财务状况和
商业信用看，本公司不怀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8）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阴法尔胜住电新材料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2,483.94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9,815.08 万元，净利润：100.87 万元。
（十一） 江苏法尔胜金属线缆销售有限公司
1）公司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5 日
2）法定代表人：董东
3）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4）营业场所：江阴澄江中路 165 号
5）经营范围：金属丝绳及其制品、普通机械、电线电缆、电子产品、新型
合金材料、五金产品的销售、制造；钢材销售；悬索桥主缆用预制平行钢丝索股、
斜拉桥热挤聚乙烯拉索、承重用缆索的防蚀装置、缆索用锚具的研发、设计和销
售；对外技术服务和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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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江苏法尔胜金属线缆销售有限公司系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系同一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江苏法尔胜金属线缆销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销售金属
丝绳的企业，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且从其财务状况和商业信用看，本公
司不怀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8）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法尔胜金属线缆销售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
产：-5,228.97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70,172.9 万元，净利润：-1,568.5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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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江阴泓昇木业制品有限公司
1）公司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16 日
2）法定代表人：韩志平
3）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4）营业场所：江阴市璜土镇石庄锦绣路 1 号
5）经营范围：木包装材料、集装箱、建筑模板、建筑木材、木工机械、纺
织机械、机械设备零部件、家具的制造、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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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江阴泓昇木业制品有限公司系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与本公司系同一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江阴泓昇木业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木材包装的
企业，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且从其财务状况和商业信用看，本公司不怀
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8）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阴泓昇木业制品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产：-69.9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129.19 万元，净利润：-69.21 万元。
（十三）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成立日期：2003 年 5 月 21 日
2）法定代表人：周江
3）注册资本：15,000 万人民币
4）营业场所：江阴澄江中路 165 号
5）经营范围：钢铁产品、机电产品、钢丝绳、钢丝、预应力钢丝、钢绞线、
各种桥梁用缆索、体外预应力索、各类锚夹具、模具工具、各类有色黑色金属制
品及机械设备、制绳用各种辅助材料的制造、加工;光通信产品、光纤传感器和
光电子器件及相关系统的研发、制造、加工、销售和安装;金属材料、电子产品、
玩具、纺织产品、装饰材料(不含油漆、涂料)、新型管材、记忆合金、塑料制品、
劳保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销售;汽车零配件、纺织机械及其配件、家
具、集装箱、木包装材料及其他木制品的生产、销售;酒店管理;物业管理;计算
机软件、电子产品的研究、开发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下设创业园服务中心、
不锈钢制品分公司、机械制造厂、线缆制品厂、精密机械分公司、纺织器材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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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食品的零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法律咨询(不含诉讼代理与
辩护业务);房屋租赁(不含融资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机械设备的维修、租赁
(不含融资租赁);企业管理的研究及相关咨询服务;其他社会经济咨询;培训服务
(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
大型庆典活动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不含营业性演出、演出经纪);计算机信息
系统集成业务;安全监测系统的研发、生产、工程安装和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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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关
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以金属制品为主、
产业涉及光通信、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的多元化生产经营企业，该公司具有良好
的商业信用，且从其财务状况和商业信用看，本公司不怀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8）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449,451.64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947,137.24 万元，净利润：2,292.59
万元。
（十四） 江苏法尔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成立日期：2010 年 4 月 28 日
2）法定代表人：唐文清
3）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4）营业场所：江阴市澄江中路 165 号
5）经营范围：酒店管理；餐饮服务；食堂承包管理服务；餐饮项目策划；
食品、日用品的销售；面向成年人开展的培训服务（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
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人才中介服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境内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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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江苏法尔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系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孙公司，与本公司系同一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江苏法尔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酒店管理、
食堂承包的企业，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且从其财务状况和商业信用看，
本公司不怀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8）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法尔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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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7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288.84 万元，净利润：0.25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与依据：按照“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国际及
国内市场同类产品市场行情，依据原材料品质严格按标准浮动。
2）结算方式：采用货到付款或双方约定的其他付款方式进行交易。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 《外贸产品收购和原材料供应协议》
本公司和法尔胜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签署了《外贸产
品收购和原材料供应协议》，协议规定本公司向法尔胜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销售
产品以及原材料供应的事项。双方确定按照交易发生时国际和国内的市场价格作
为结算价格。本协议有效期为 3 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在本合同有效
期内，本公司也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产品出口。
2） 《长期购销合同》
本公司和江阴法尔胜泓昇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已经签署了《长期购销合同》，
协议规定本公司向江阴法尔胜泓昇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购买不锈钢丝、不锈钢丝
绳的事项。价格由双方在每月月初根据市场价格协商议定，在订单中加以标明。
本协议有效期为 3 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3） 《安全、治安服务合同书》、《保洁服务合同》
江苏法尔胜精细钢绳有限公司、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分别和江阴法
尔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安全、治安服务合同书》和《保洁服务合同》，
协议规定江阴法尔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其办公用房和生产场所的治安保卫
及保洁工作。派驻的人数根据各公司实际需要情况而定。本协议有效期为 1 年，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4） 《委托检验协议书》
本公司和江苏法尔胜材料分析测试有限公司已签署《委托检验协议书》，协
议规定江苏法尔胜材料分析测试有限公司负责本公司及相关下属子公司的有关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相关原辅材料、非金属材料、新材料性能的检测和分析。双
方明确了检测分析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协议有效期为 3 年，截至 202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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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止。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书面通知本公司可终止本合同。
5） 《采购合同》
江苏法尔胜精细钢绳有限公司和江苏法尔胜材料分析测试有限公司已签署
《采购合同》，协议规定江苏法尔胜材料分析测试有限公司向江苏法尔胜精细钢
绳有限公司销售防锈油事项。双方明确了价格及支付方式。协议有效期为 3 年，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书面通知本公司可终止本合
同。
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江苏法尔胜精细钢绳有限公司分别和江阴法
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签署了《采购合同》，协议规定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向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江苏法尔胜精细钢绳有限公司提供生产的
各类盘条、半成品丝、钢丝绳事项，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议定。本协议
有效期为 3 年，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公司与江阴泓昇木业制品有限公司签署了《采购合同》，协议约定江阴泓昇
木业制品有限公司根据公司的需要提供木盘的事项。协议有效期为 1 年，合同有
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6） 《长期供货协议》
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和公司已经分
别签署《长期供货协议》，规定公司为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江阴法尔
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所生产的半成品丝和盘条的事项。供货价格由双方根据
盘条市场采购价格并加上产品的加工费进行结算。
两协议有效期各为 3 年，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期满后重新协商续约
事宜及条款。
7） 《代缴协议》
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和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已签署有关
水电费和蒸汽费的《代缴协议》。协议明确由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为江
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代缴电费给江阴市供电局，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
公司则根据实际使用电费支付相关费用。双方确定按照交易发生时有效的江阴市
供电局提供的国家电力价格作为结算价格。协议明确由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
公司为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代缴蒸汽费给江阴市滨江热电有限公司，江
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则根据实际使用蒸汽费支付相关费用。双方确定按照
交易发生时有效的江阴市滨江热电有限公司提供的蒸汽价格作为结算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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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协议有效期为 3 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结束。在本合同有效期内，
经书面通知可部分终止或终止本合同。本项关联交易的产生是由于江阴市相关能
源单位的规定而产生的，对交易双方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不存在利益的转
移行为。
8） 《计算机软硬件及相关工程项目合作协议》
本公司和江阴高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计算机软硬件及相关工程项目
合作协议》，协议规定江阴高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应用软件
系统、工程项目、计算机耗品供应、网络系统、语音系统、一卡通系统及部分基
地相关计算机提供维护服务。双方明确了项目服务内容及服务费由各公司凭技术
服务费发票开票结算付清。协议有效期为 3 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9） 《设备采购及维修管理项目合作协议》
江苏法尔胜精细钢绳有限公司、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和江苏法尔胜
泓昇重工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设备采购及维修管理项目合作协议》，协议规定
江苏法尔胜泓昇重工有限公司根据江苏法尔胜精细钢绳有限公司、江阴法尔胜线
材制品有限公司的需要提供生产设备及备品备件，并对甲方设备维修、维修人员
等进行统一集中管理。协议有效期为 3 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10） 《缆索、索股采购合同》
本公司和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签署了《缆索、索股采购合同》，协议规
定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所生产的各类缆索、索股事项。价格由
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议定。本协议有效期为 3 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11） 《体外索采购合同》
本公司和江阴法尔胜住电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了《体外索采购合同》，协议
规定江阴法尔胜住电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所生产的体外索事项。价格由
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议定。本协议有效期为 3 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12） 《房屋租赁合同》
本公司和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房屋租赁协议》，协议规定法尔
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将位于江阴市澄江中路 165 号的房屋第 13 层出租给本公司
使用的事项。双方明确了房屋租赁的面积和价格。本协议有效期 3 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13） 《原辅料供需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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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江苏法尔胜精细钢绳有限公司分别与江阴法
尔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签署了《原辅料供需协议书》，协议约定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向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江苏法尔胜精细钢绳有限公司提供所需的配
件事宜。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议定。本协议有效期为 2 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14）《长期购销合同》
本公司和江苏法尔胜金属线缆销售有限公司签署了《长期购销合同》，协议
规定本公司向江苏法尔胜金属线缆销售有限公司提供钢丝及钢丝绳事项，价格由
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议定。本协议有效期为 3 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15）《食堂服务承包合同》
江苏法尔胜精细钢绳有限公司和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分别与江苏
法尔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食堂服务承包合同》，协议约定江苏法尔胜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接受江苏法尔胜精细钢绳有限公司和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
公司分别委托，代其管理食堂相关事宜。协议有效期为 1 年，合同有效期分别至
2021 年 11 月 7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16）《生活楼、办公楼租赁合同》
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与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签署了《生活
楼、办公楼租赁合同》，协议约定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向江阴法尔胜线
材制品有限公司出租生活楼、办公楼事宜。本合同有效期为 1 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17）《采购及服务合同》
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与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金属材料分公司签署
了《采购及服务合同》，协议约定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金属材料分公司根据约定
向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提供盘条及加工服务。合同有效期 3 年，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18）《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公司与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协议约定法
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将商标无偿提供给公司使用。合同有效期 1 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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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持续的、经常性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
场公允价格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行为。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在将上述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前，已就议案有关内容与我们进行了充分、有效的沟通，相关事项及资
料的有关内容已取得我们的认可。
2、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1 年度与关联方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关联企业达成的
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交易双方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
有偿的原则，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此项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相关事项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关联交易相关合同、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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