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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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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2年1月20日（星期四）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已于2022年1月17日通过邮件、短信、微信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韦泽林主

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022�年公司及子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德庆县龙三金建材有限公司、铁岭合丰建材有限公司及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224,970万元，其中，向关联人采购产品、商品3,900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218,600万元，接

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2,47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韦植林、韦洪文间接控制关联方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德庆县龙三金建材有限公司、铁岭合丰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李维、韦洪

文分别在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董事韦植林是关联方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鄂州

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系密切家庭成员。 董事韦泽林与前述三名关联董事为一致

行动人。

关联董事韦泽林、韦植林、李维、韦洪文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于2022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672,100万元、美

元900万元（按照2022年1月1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折合人民币5,726.16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

信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

根据申请授信主体的不同，公司及子公司将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预计总担保额度不超过318,650万元的担保（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

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担保等，具体以授信主合同、担保合同的约定为准）。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包括2021年下半年新设立暂无财务数据的泰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湖州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湖南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担保预

计额度）为人民币169,05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49,600万元。 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实际担保期限根据授信主合同、担保合同的约定为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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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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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2年1月20日（星期四）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已于2022年1月17日通过邮件、短信、微信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文维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

议并做出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及子公司 2022�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关联交易遵循客

观、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其交易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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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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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22年1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韦泽林、韦植林、李维、韦洪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针对该事项已发表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市三

和混凝土有限公司、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德庆县龙三金建材有限公司、铁岭合丰建材有限公司及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生

管桩、商品及劳务等交易业务，2021年发生交易金额合计为167,933.75万元（未经审计），其中，向关联人采购产品、商品3,196.58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164,556.26�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180.91万元。

2022�年公司及子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德庆县龙三金建材有限公司、铁岭合丰建材有限公司及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224,970万元，其中，向关联人采购产品、商品3,900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218,600万元，接

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2,470万元。

公司2022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关联股东广东三和建材集团有限公

司、中山诺睿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市凌岚科技资讯有限公司、中山市首汇蓝天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市德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广东省方见

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广东迦诺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2022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万

元）

截止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万

元）

2021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万

元）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商品

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

司

砂、碎石 市场价 3,000 112.46 2,884.21

德庆县龙三金建材有

限公司

砂 市场价 600 0 26.83

铁岭合丰建材有限公

司

碎石 市场价 100 0 143.37

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

限公司

维修用材料等 市场价 200 3.54 142.17

小计 - - 3,900 116.00 3,196.58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

公司

管桩等 市场价 201,800 8,398.83 154,747.46

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管桩等 市场价 11,700 11.48 6,513.23

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

工程有限公司

管桩等 市场价 4,300 129.91 3,257.66

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

限公司

管桩等 市场价 800 0 37.91

小计 - - 218,600 8,540.22 164,556.26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等劳

务

市场价 2,100 0 133.07

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

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等劳

务

市场价 20 0 9.84

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等劳

务

市场价 350 0 38.00

小计 - - 2,470 0 180.91

注1：2021年实际发生金额尚未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审计为准，下同。

注2：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既是公司的合营公司，也是公司的经销商。

注3：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2021年度

实际发生

金额（万

元）

预计金

额（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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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品

京山鑫和矿业有限

公司

砂、碎

石

2,884.21 3,800 1.96% -24.10%

2021年3月9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0）

德庆县龙三金建材

有限公司

砂 26.83 1,188 0.04% -97.74%

铁岭合丰建材有限

公司

碎石 143.37 370 0.17% -61.25%

中山市三和混凝土

有限公司

维修用

材料等

142.17 100 2.50%

42.17%（注

①）

小计 - 3,196.58 5,458 - -41.43%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广东和建新建材有

限公司

管桩等

154,

747.46

181,500 20.67% -14.74%

广东和骏基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管桩等 6,513.23 11,130 0.87% -41.48%

鄂州市和骏建筑基

础工程有限公司

管桩等 3,257.66 4,500 0.44% -27.61%

中山市三和混凝土

有限公司

管桩等 37.91 21 0.01%

80.52%��(注

①)

小计 -

164,

556.26

197,151 - -16.53%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广东和骏基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工

程等劳

务

133.07 1,280 0.53% -89.60%

鄂州市和骏建筑基

础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工

程等劳

务

9.84 20 0.04% -50.82%

江苏尚骏明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接受工

程等劳

务

38 0 0.15% 注②

小计 - 180.91

1,

300.00

- -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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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实际发生额未低于预计总金额20%以上。

公司与关联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开展情况和市场需求及价格进行的初步判断，以可

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2、公司2021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

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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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系公司正常开展经营

活动，顺应市场变化，对业务进行合理调整等原因造成，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且符合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注①：公司向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采购维修用材料以及销售管桩等超过预计部分，按照公司章程已由公司总经理审批。

注②：公司接受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劳务属于新增关联方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已由公司总经理审批。

注③：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22�日，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叶昌念，住所：京山县新市镇陈八字村李家

冲，经营范围：玻璃用石英岩、白云岩露天开采、加工、销售；建筑石材、水泥制品、机制砂、磨细砂、覆膜砂加工、销售。 截止2021年12月31

日，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288.38万元，净资产为2,246.16万元；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9,877.95万元，净利润1,910.68万元

（以上为未经审计数据）。

（2）德庆县龙三金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4�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何满林，住所：德庆县悦城镇中地村

委会上地村第四小队江凹，经营范围：建材生产、销售；汽车租赁。 截止2021� 年12� 月31� 日，德庆县龙三金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

630.67万元，净资产为2,017.13万元；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5,515.04万元，净利润408.76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数据）。

（3）铁岭合丰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14�日，注册资本：50�万元， 法定代表人：夏金伟，住所：铁岭县李千户镇上未台冲

村，经营范围：建筑用白云岩露天开采、销售。 截止2021�年12月31日，铁岭合丰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07.56万元，净资产为18.23万元；

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43.37万元，净利润-52.71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数据）。

（4）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10�日，注册资本：2500万元，法定代表人：翟立国，住所：中山市东升镇同兴东

路28号，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商品混凝土、预拌砂浆、水泥石屑稳定层、混凝土预制构件；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货运经营。

截止2021年12�月31�日，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1,616.67万元，净资产为36,890.92万元；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94,

496.73万元，净利润9,572.85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数据）。

（5）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 �年2�月27�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邱欣尚，住所：中山市小榄镇升平中路

10号2座1001�房1012� �房，经营范围：销售：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预应力管桩及方桩、水泥预制品。截止2021年12�月31�日，广东和建新

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4,736.38万元，净资产为1,259.42万元；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359,464.83万元，净利润203.82万元（以上为未

经审计数据）。

（6）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7�月28�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冠文，住所：中山市东升镇东港

大道48号三楼301室，经营范围：承接：地基与基础工程、填土石方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以上项目与资质证同时使用）；销售：建筑材料；设

备租赁。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0,591.20万元，净资产为6,922.99万元；2021年度，主营业

务收入36,731.61万元，净利润903.34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数据）。

（7）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9�日，注册资本：185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磊，住所：鄂州市华容区段店

镇骆李村，经营范围：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市政工程施工；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备、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

学危险品）；建筑劳务分包；建筑设备租赁。 截止2021年12�月31�日，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425.78万元，净资产

为2,637.38万元；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4,709.23万元，净利润261.70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数据）。

（8）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 12�月02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陆坚强，住所：苏州市姑苏区西园

路480号倪家苑19幢1626室。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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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建筑用钢筋产品销

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金属结构销售；装卸搬运；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市政设施管

理。截止2021年12�月31�日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8.73万元，净资产为-8.27万元；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36.89万元，

净利润-23.27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数据）。

2.� �关联关系说明

（1）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中山市三和沙石土方工程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与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发生的购销中砂、碎石等业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2）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三和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德庆县龙三金建材有限公司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德庆县龙三金建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德

庆县龙三金建材有限公司发生的购销中砂等业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3）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中山市三和沙石土方工程有限公司直接持有铁岭合丰建材有限公司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铁岭合丰建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与铁岭合丰建材有限公司发生的购销碎石等业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4）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维、 韦洪文及实际控制人韦植林的配偶黎洁英合计持有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

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发生的管桩及配件等业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5）本公司直接持有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45%的股权，本公司董事、 总经理李维在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发生的管桩销售等业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6）本公司的董事韦植林之配偶黎洁英持有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99%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1月修订）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广东

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发生的管桩销售等业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7）本公司的董事韦植林之配偶黎洁英持有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99%的股权，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持有鄂

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

定，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发生的管桩销售等

业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8）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韦智文持有江苏粤和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99%的股权，江苏粤和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江苏尚骏

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江苏尚

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生的管桩及配件等业务的交易，构成

日常关联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分析，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德庆县龙三金建材有限公司、铁岭合丰建材有限公司均为多年石矿开采

经验，生产能力充足，销售砂、碎石属于日常业务，供货稳定；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日常经营稳定，能够保证及时提供部分维修用材

料；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既是公司的经销商，也是公司的合营公司，销售管桩属于其经营范围覆盖的日常业务，其财务状况较为稳

定，支付能力有较高保障；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和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业

务均为在资质许可范围内承包基础施工工程，根据业主方的需要提供包工包料和仅包工不包料两种施工方式。上述关联人均系依法注册

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目前不存在重大的履约能力障碍、亦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协议签署情况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2022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而进行的， 遵循平等互利及

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在参考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没有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与关联方签订相应合同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生产经营所 需，是确切必要的，其中向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德庆

县龙三金建材有限公司、铁岭合丰建材有限公司采购生产管桩用原材料砂、碎石，因离生产基地距离近，所供的砂含硅量较高，可以降低

运输成本且产品质量有保证，按照市场价格结算，可以降低此类材料的采购和物流成本。 销售管桩给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既能发挥

经销商的作用，也能保证合营公司的正常经营，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要。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和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采购公司和子公司的管桩以及提供劳务，按照市场价格结算，一方面可以满足工程施工需要，另一

方面也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且付款条件公平，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生产经营所需，遵循客观、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定价公允，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生产经营所需，遵循客观、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定价公允，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六、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 2022�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关联交易遵循客

观、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其交易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 认为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属于正常和必要的商业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综上，

保荐机构对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5、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6、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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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提

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22年度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子公司（指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下同）担保额度预计

318,6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42.57%，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的子公司（包括2021年下半年新设立暂无财务

数据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为人民币169,0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28.69%，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申请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于2022年1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于2022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672,100万元、美

元900万元（按照2022年1月1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折合人民币5,726.16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

信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 在授信期限和授信额度内，该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 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

款、信用证、票据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 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并以公司

及子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具体金额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运营需求合理确定。具体授信银行、授信额度、授信

期限以实际审批为准。

根据申请授信主体的不同，公司及子公司将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预计总担保额度不超过318,650万元的担保（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

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担保等，具体以授信主合同、担保合同的约定为准）。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包括2021年下半年新设立暂无财务数据的泰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湖州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湖南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担保预

计额度）为人民币169,05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49,600万元。 实际担保期限根据授信主合同、

担保合同的约定为准。 具体情况如下：

1、2022年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公司持股比

例（含间接

持股）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人民

币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

额度预计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三和（江苏）供

应链有限公司

100% 55.44% 1,736.15 3,000 2.28%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三和管桩

有限公司

100% 59.30% 8,576.00 33,500 25.50%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三和管桩

有限公司

100% 70.14% 2,241.01 16,500 12.56%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三和管桩

有限公司

100% 49.03% 11,000 8.37%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新三和管

桩有限公司

100% 56.24% 8,000 6.09%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三和管桩

有限公司

100% 54.04% 5,000 3.81%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三和建设

有限公司

100% 66.36% 132.70 3,000 2.28%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三和新构

件科技有限公

司

65% 58.53% 4,600 3.50%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三和新构

件科技有限公

司

65% 78.67% 300.00 650 0.49%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三和管桩

有限公司

100% 25.15% 10,277.11 76,500 58.24%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三和管桩

有限公司

100% 63.08% 3,000 2.28%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国鹏建

材贸易有限公

司

100% 79.70% 4,900 3.73%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三和管桩

有限公司

100% 74.30% 2,000 1.52%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三和桩业

有限公司

100% 96.25% 10,000 7.61%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升运

输有限公司

100% 53.42% 2,000 1.52%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三和管桩

有限公司

100% 注① 45,000 34.26%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三和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

100% 注① 45,000 34.26% 否

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三和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

100% 注① 45,000 34.26% 否

合计 - - 23,262.97 318,650.00 242.57%

-

注①：均为2021年下半年新设立的公司，暂无资产负债率数据。

2、担保额度期限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一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

度。 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生效后，公司前期已审议未使用的担保额度自动失效。

3、关于担保额度项下具体担保业务审批的授权

本次担保事项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在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所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

业务发展需求，可在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

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并同步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与子公司经营层，在前述核定担保额度内，根据具体的

融资情况决定担保方式、担保金额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苏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7494179409

住所：太仓市陆渡镇浏太路

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蔡鸿

经营范围：生产预应力混凝土管桩、路桥砼构筑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苏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中直接持股71.87%，间接持股28.13%。

苏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1,348.28 68,556.65

负债总额 47,242.11 40,652.8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 5,4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7,242.11 40,652.8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24,106.17 27,903.78

营业收入 186,100.84 126,702.92

利润总额 15,967.51 5,075.57

净利润 11,925.25 3,787.64

苏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9.30%。

经查询，苏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2、江苏三和建设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三和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09月0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751287292M

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博富路2号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成功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预应力混凝土管桩、PC钢棒和端板；销售自产产品及管桩施工；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车辆租赁；场地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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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

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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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江苏三和建设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江苏三和建设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223.75 19,968.80

负债总额 17,551.27 13,250.5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7,498.39 13,210.3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5,672.48 6,718.21

营业收入 45,696.81 49,751.20

利润总额 1,579.75 1,407.10

净利润 1,220.89 1,041.64

注：本表中资产总额与负债总额直接相减之差和净资产对比，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下同）。

江苏三和建设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6.36%。

经查询，江苏三和建设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3、盐城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盐城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02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30632044063

住所：阜宁澳洋工业园澳洋大道北侧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余晓文

经营范围：混凝土管桩、管桩生产机械及配件制造、销售；管桩生产机械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五金制品销售；汽车租赁。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盐城三和管桩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盐城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967.17 25,839.78

负债总额 13,301.27 18,124.8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00.00 1,338.74

流动负债总额 13,301.27 18,069.8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6,665.91 7,714.95

营业收入 32,774.21 24,616.71

利润总额 2,662.87 1,080.90

净利润 2,707.60 1,048.93

盐城三和管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70.14%。

经查询，盐城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4、三和（江苏）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三和（江苏）供应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04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6MA21DHAH1A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虎跃东路8号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姚光敏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水泥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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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三和（江苏）供应链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三和（江苏）供应链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6,411.54 111,913.22

负债总额 56,610.90 62,048.8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1,735.20

流动负债总额 56,610.90 62,048.8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49,800.64 49,864.39

营业收入 195,323.60 296,554.67

利润总额 -17.21 203.05

净利润 -61.82 83.26

三和（江苏）供应链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5.44%。

经查询，三和（江苏）供应链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5、江门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门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07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07778498553

住所：江门市新会区沙堆镇梅阁村沙仔底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韦泽林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和销售高强度混凝土管桩、路桥砼构筑件、预制桩、PC预制构筑件和新型墙体材料、特种矿物掺合料（含矿粉、

磨细沙、机制砂加工）、五金制品（不含电镀工序）、管桩制造机械及其配件，知识产权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

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江门三和管桩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江门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397.39 50,823.99

负债总额 14,744.56 12,780.1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100.00 10,043.11

流动负债总额 9,644.56 2,737.0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2,652.82 38,043.83

营业收入 2,059.56 294.73

利润总额 -504.68 -577.43

净利润 -504.62 -577.03

江门三和管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25.15%。

经查询，江门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6、湖北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04月2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700673668531A

住所：鄂州市华容区临江乡

注册资本：197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斌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水泥制品、新型建筑材料；货物装卸搬运服务；厂房出租；机械设备租赁服务。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湖北三和管桩有限公司100%股权。

湖北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184.54 45,540.55

负债总额 17,809.09 22,330.5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7,809.09 22,235.5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23,375.46 23,210.04

营业收入 47,061.57 42,673.36

利润总额 2,582.57 -192.87

净利润 1,835.45 -177.73

湖北三和管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9.03%。 经查询，湖北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7、漳州新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漳州新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04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749059346A

住所：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角嵩路52号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马国栋

经营范围：砼结构构件制造；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漳州新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中直接持股71%，间接持股29%。

漳州新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226.02 24,611.21

负债总额 13,972.98 13,841.3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3,972.98 13,739.9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9,253.03 10,769.83

营业收入 58,526.54 57,059.76

利润总额 4,697.23 2,081.66

净利润 3,523.51 1,521.73

漳州新三和管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6.24%。

经查询，漳州新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8、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7月1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5785282318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严店工业集聚区

注册资本：62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聂德松

经营范围：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新型建筑材料生产、销售及管桩基础施工。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100%股权。

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72.23 13,758.91

负债总额 7,706.24 7,435.1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7,659.43 7,392.5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5,565.99 6,323.81

营业收入 19,608.59 20,235.86

利润总额 1,273.12 1,012.75

净利润 1,288.44 756.88

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4.04%。

经查询，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9、浙江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08月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2666167237W

住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岑港街道司前村

注册资本：611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名飞

经营范围：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砼结构构件、新型墙体材料、矿物掺和料、五金产品、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及其配件研发、生产和销售；

知识产权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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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有浙江三和管桩有限公司100%股权。

浙江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369.64 15,927.58

负债总额 7,722.15 10,046.5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7,722.15 10,046.5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5,647.49 5,881.06

营业收入 20,353.71 17,798.87

利润总额 1,536.16 228.07

净利润 1,536.16 233.57

浙江三和管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3.08%。

经查询，浙江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10、湖北三和新构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三和新构件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09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700MA48BK102M

住所：鄂州市华容三江港区（湖北三和管桩有限公司厂内）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群

经营范围：建筑工业化技术；装配式预制构件、水泥混凝土制品的生产、研究、设计、技术开发、销售与安装；建筑工程、公路铁路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新型建筑材料研发；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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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湖北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持有湖北三和新构件科技有限公司65%的股权。

湖北三和新构件科技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86.30 9,313.52

负债总额 1,269.76 5,450.8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269.76 2,161.5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4,216.54 3,862.65

营业收入 1,823.64 2,157.86

利润总额 -266.36 -371.15

净利润 -261.71 -353.74

湖北三和新构件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8.53%。

经查询，湖北三和新构件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11、江苏三和新构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三和新构件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2月0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1W0URK5L

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山科技园博富路2号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志超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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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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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湖北三和管桩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江苏三和新构件科技有限公司65%的股权。

江苏三和新构件科技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41.10 5,319.28

负债总额 2,859.40 4,184.7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830.40 3,773.9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1,181.70 1,134.55

营业收入 4,339.86 2,811.53

利润总额 99.98 -47.67

净利润 102.34 -45.62

江苏三和新构件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78.67%。

经查询，江苏三和新构件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12、中山市国鹏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山市国鹏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01月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71390206U

住所：中山市东升镇同兴东路30号二层之五卡

注册资本：21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韦绮雯

经营范围：批发：建筑材料、五金制品、机电材料、管桩生产设备。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中山市国鹏建材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

中山市国鹏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55.05 13,793.81

负债总额 3,416.65 10,994.0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3,416.65 10,994.0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2,538.40 2,799.79

营业收入 18,810.20 35,555.18

利润总额 376.37 348.57

净利润 282.27 261.39

中山市国鹏建材贸易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79.70%。

经查询，中山市国鹏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13、长沙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0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6855373X0

住所：长沙市岳麓区含浦镇十字路

注册资本：91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文维

经营范围：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水泥制品和其它新型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管桩基础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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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长沙三和管桩有限公司100%股权。

长沙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88.06 10,207.82

负债总额 4,242.67 7,584.5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242.67 6,915.1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3,045.38 2,623.32

营业收入 19,541.82 15,012.81

利润总额 -10.34 -426.77

净利润 -12.60 -420.63

长沙三和管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74.30%。

经查询，长沙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14、绍兴三和桩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绍兴三和桩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07月0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MA2JUAMM9W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一区朝阳一路(浙江舜东建材有限公司内)(住所申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桂华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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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绍兴市上虞区盖北镇珠海村

（绍兴市上虞舜江管桩有限公司内）)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绍兴三和桩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绍兴三和桩业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422.19

负债总额 24,467.8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2,929.4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净资产 954.35

营业收入 3,258.32

利润总额 -47.01

净利润 -44.37

注：前述子公司于2021年方设立，暂无2020年度财务数据。

绍兴三和桩业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96.25%。

经查询，绍兴三和桩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15、中山市中升运输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山市中升运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11月0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55635792J

住所：中山市东升镇同兴路30号一楼之四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袁强

主营业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装卸搬运、货物运输代理。（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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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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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中山市中升运输有限公司100%股权。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10.63 4,797.68

负债总额 2,348.67 2,562.7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175.65 2,426.7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1,661.96 2,234.89

营业收入 14,083.37 10,271.29

利润总额 829.97 674.21

净利润 624.81 470.54

中山市中升运输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3.42%。

经查询，中山市中升运输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16、湖南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09月1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MA7BRF1JX5

住所：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双马街道晓塘路9号创新大厦16楼1603-A室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文维

主营业务：高强度混凝土管桩、装配式建筑构件、路桥砼构筑件、预制桩、PC预制构件及新型墙体材料、特殊矿物掺合料（含矿粉加

工）、五金产品（不含电镀工序）、管桩制造机械及配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知识产权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

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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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湖南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100%股权。

由于2021年9月14日成立，目前暂无财务数据

17、湖州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州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10月0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3MA2JL3KU3Q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张家浜路3号(自主申报)

注册资本：216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桂华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五金产品制造；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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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湖州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中直接持股10%，间接持股90%。

由于2021年10月8日成立，目前暂无财务数据

18、泰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泰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8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3MA26T1EQ9H

住所：泰兴市虹桥镇虹桥大厦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胡毅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水泥制品制造；砼结构构件制造；轻质建筑材料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

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水泥制品销售；五金产品

制造；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研发；建筑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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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泰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100%股权。

由于2021年8月13日成立，目前暂无财务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目前尚未签署授信及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授信及担保金额仅为公司及子公司拟申请的授信额度和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最终授信及担保额度以上述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需求，优化财务结构，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和生产经

营需要，满足公司的融资需求，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

2、本次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充分考虑了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是为了支持公司的发展，在对公司及各子公司

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

要。 被担保人未超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将按出资比例提供

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的情况：本次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

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董事会同意以上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318,650万元（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2.57%，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23,262.97万元（均为公司对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7.71%；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总余额为0，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截至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未逾期，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0日

证券代码：

003037

证券简称：三和管桩 公告编号：

2022-007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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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2年2月18日（星期五）14:30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

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22年2月18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2月18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

2月18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2月18日下午3: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时间

段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2月11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中山市东升镇同兴东路30号三和管桩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如下：

1、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提案1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即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进行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同时提案1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需

回避表决，不可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三、 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代理人本

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原件；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能证明其

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

证原件。

（3）股东为QFII的，凭QFII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于登记截止前，采用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信函、电子邮件、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股东请

仔细填写《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三），以便登记确认。

2、登记时间：2022年2月14日-� 2022年2月15日9:30-� 15:00。

3、登记地点：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永恒

联系电话：0760-28189998

传真：0760-28203642

电子邮箱：shgz@sanhepile.com

联系地址：中山市东升镇同兴东路30号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5、其他事项：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五、 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

作流程请参阅本公告附件一。

六、 备查文件

1、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股东参会登记表。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63037” ，投票简称为“三和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2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2月18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2月18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

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代表本人（本单位）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

签署的相关文件。 如没有作出明确投票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投票，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

案

√

注：

1、 每项议案只能有一个表决意见，请在“同意”或“反对” 或“弃权” 的栏目里划“√” ；

2、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股东可以仅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具

体提案投票为准；

3、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需签字；

4、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姓名/名称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股东证券账户号码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是否本人参会 □是 □否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注:

1、本人（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日所记载

股东信息不一致而造成本人（单位）不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2、登记时间内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3、请用正楷填写此表。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