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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6        证券简称：博汇纸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80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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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所涉

及业务全部为经营性往来，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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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淄博大华

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纸业”）、山东博汇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汇浆业”）、江苏博汇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博汇”）的生产经营

稳定，公司于2020年12月10日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与

关联方山东天源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热电”）、江苏丰源热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丰源热电”）、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海力”）、

江苏海兴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海兴”）、山东海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海力”）、 江苏海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华环

保”）、宁波金光纸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贸易”）、海南金海贸易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贸易”）、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西金桂”）、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亚浆”）开展

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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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临

2020-077号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上述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王全弟、郭华

平和谢单事前认可该等关联交易并在董事会上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同时发表了独

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相关部

门批准。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公司名称 按产品细分 关联人 
2020 年度预

计（不含税） 

2020 年度执行情

况预计（不含税） 

2021 年度预

计（不含税） 

向关联方购买

燃料和动力 

博汇纸业 电 天源热电   37,000.00    53,492.94    60,581.37  

博汇纸业 蒸汽 天源热电   13,000.00    20,489.35     26,910.07  

博汇浆业 电 天源热电    6,600.00     7,459.98      8,258.84  

博汇浆业 蒸汽 天源热电      150.00       223.29       675.99  

大华纸业 电 天源热电      460.00       524.48       513.35  

大华纸业 蒸汽 天源热电      440.00       362.31       451.00  

江苏博汇 蒸汽 丰源热电   23,199.61    22,925.27     25,719.85  

向关联方购买

原材料 

博汇纸业 化工辅料 山东海力    1,400.00     1,381.01      1,181.90  

博汇浆业 化工辅料 山东海力    1,000.00       708.06       588.58  

江苏博汇 化工辅料 江苏海兴    4,497.13     4,773.19      5,760.52  

江苏博汇 化工辅料 江苏海力    3,851.36     9,148.22      1,881.95  

江苏博汇 化工辅料 山东海力    1,901.02     1,901.02  -      

江苏博汇 化工辅料 海华环保      979.57     1,060.27       385.64 

博汇纸业 粉煤灰 天源热电 27.00 33.09 33.09 

江苏博汇 粉煤灰 丰源热电 17.70 12.92 12.92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 

山东博汇 化学木浆 金海贸易    5,000.00  4,537.65    102,943.79  

江苏博汇 化学木浆 金海贸易    5,000.00  4,567.90    110,619.47  

山东博汇 化机浆（桉木） 广西金桂         -    -      7,675.68  

山东博汇 包装物 山东海力       61.00         4.59  - 

向关联方销售

商品 

山东博汇 
箱板纸、白卡

纸 

宁波管

箱、金海

纸品、宁

波器品 

   8,236.73     1,588.26  -  

山东博汇 箱板纸、纱管 宁波贸易 - - 13,5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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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白卡纸 

江苏博汇 白卡纸 宁波贸易 - - 3,504.42 

江苏博汇 化机浆 宁波亚浆    7,646.02      2,260.00 11,469.03  

向关联方购买

服务 
江苏博汇 治污费 海华环保 - - 3,380.22 

 

（三）变动原因说明： 

1、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差异原因说明 

（1）公司向天源热电采购电，2020 年执行情况预计金额较 2020 年预计金额

增加 16,492.94 万元，增加比例为 44.58%，主要原因是公司新生产线投产以来产

能逐步释放，2020 年产量同比增加导致用电量增加。 

（2）公司向天源热电采购蒸汽，2020 年执行情况预计金额较 2020 年预计金

额增加 7,489.35 万元，增加比例为 57.61%，主要原因是公司新生产线投产以来产

能逐步释放，2020 年产量同比增加导致用电量增加。 

（3）博汇浆业向天源热电采购电，2020 年执行情况预计金额较 2020 年预计

金额增加 859.98 万元，增加比例为 13.03%，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产品产量增加，

为保障原材料供给，博汇浆业 2020 年化机浆产量同步提升，用电量增加所致。 

（4）江苏博汇向江苏海力采购化工辅料，2020 年执行情况预计金额较 2020

年预计金额增加 5,296.86 万元，增加比例为 137.53%，主要原因是为稳定生产经

营，降低疫情因素影响，减少远距离客户的采购数量，向供应更为稳定、距离更

近的江苏海力增加采购数量所致。 

（5）江苏博汇向宁波亚浆销售化机浆，2020 年执行情况预计金额较 2020 年

预计金额减少 5,386.02 万元，减少比例为 70.44%，主要原因是由于产品产量提升，

化机浆满足自用后对外销售减少所致。 

2、本次预计金额与前次实际发生金额差异原因说明 

（1）公司向天源热电采购电，2021 年度预计金额较 2020 年执行情况预计金

额增加 7,088.43 万元，增加比例为 13.25%，主要原因是预计 2021 年度通过对生

产线进行技改，产量进一步提升，用电量增加所致。 

（2）公司向天源热电采购蒸汽，2021 年度预计金额较 2020 年执行情况预计

金额增加 6,420.72 万元，增加比例为 31.34%，主要原因是预计 2021 年度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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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进行技改，产量进一步提升，用汽量增加所致。  

（3）博汇浆业向天源热电采购电，2021 年度预计金额较 2020 年执行情况预

计金额增加 798.86 万元，增加比例为 10.71%，主要原因是预计 2021 年度博汇浆

业化机浆产量进一步提升，用电量增加所致。 

（4）江苏博汇向丰源热电采购蒸汽，2021 年度预计金额较 2020 年执行情况

预计金额增加 2,794.58 万元，增加比例为 12.19%，主要原因是预计 2021 年度江

苏博汇白卡纸产量进一步提升，用汽量增加所致。 

（5）江苏博汇向江苏海力采购化工辅料，2021 年度预计金额较 2020 年执行

情况预计金额减少 7,266.27 万元，减少比例为 79.43%，主要原因是江苏海力为满

足生产自用，降低对外销售所致。 

（6）江苏博汇向山东海力采购化工辅料，2021 年度预计金额较 2020 年执行

情况预计金额减少 1,901.02 万元，主要原因是山东海力为满足生产自用，降低对

外销售所致。 

（7）公司向金海贸易采购化学木浆，2021 年度预计金额较 2020 年执行情况

预计金额增加 98,406.14 万元，增加比例 2,168.66%，主要原因是为充分利用关联

方优质的化学木浆资源，稳定原材料供应，提高产品品质，从而增加化学木浆采

购量所致。 

（8）江苏博汇向金海贸易采购化学木浆，2021 年度预计金额较 2020 年执行

情况预计金额增加 106,051.57 万元，增加比例 2,321.67%，主要原因是江苏博汇

为充分利用关联方优质的化学木浆资源，稳定原材料供应，提高产品品质，从而

增加化学木浆采购量所致。 

（9）公司向广西金桂采购化机浆（桉木），2021 年度预计金额较 2020 年执

行情况预计金额增加 7,675.68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为改善产品质量，满足高端

客户需求，优化原料配比，2021 年计划采购化机浆（桉木）数量增加所致。 

（10）公司向宁波管箱、金海纸品、宁波器品销售箱板纸、白卡纸产品，2021

年度预计金额较 2020 年执行情况预计金额减少 1,588.26 万元，主要原因是关联

方调整采购主体所致。 

（11）公司及江苏博汇向宁波贸易销售箱板纸、纱管纸、白卡纸等产品，2021

年度预计金额较 2020 年执行情况预计金额增加 17,042.03 万元，主要原因是为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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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市场客户需求，销售产品所致。 

（12）江苏博汇向宁波亚浆销售化机浆，2021 年度预计金额较 2020 年执行

情况预计金额增加 9,209.03 万元，增加比例 407.48%，主要原因是江苏博汇预计

2021 年度化机浆技改后产量提升，对外销售增加所致。 

（13）江苏博汇向海华环保购买污水处理等治污服务，2021 年度预计金额较

2020 年执行情况预计金额增加 3,380.22 万元，主要原因是随着江苏博汇二期年产

75 万吨高档包装纸项目投产后产能不断释放，为进一步提高治污能力，提升治污

效果，满足公司清洁生产需求而增加治污费用所致。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山东天源热电有限公司 

天源热电成立于 1996 年 7 月 12 日，住所为山东省桓台县马桥镇大成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王乐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9,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蒸气、

电及其副产品（以上经营范围需审批或许可的，凭审批手续或许可证经营）。（有

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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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天源热电总资产 524,110.46 万元，总负债  

249,692.18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6,512.81 万元，净利润 12,023.94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江苏丰源热电有限公司 

丰源热电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 9 日，住所为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经济区临港

工业区，法定代表人王乐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蒸汽

生产、销售；电力生产；煤炭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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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丰源热电总资产 214,451.54 万元，总负债 127,895.72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8,800.81 万元，净利润 11,984.05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3、江苏海兴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海兴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住所为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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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产业园，法定代表人吴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环

氧氯丙烷、离子膜烧碱及其副产品硫酸（82%）、次氯酸钠、盐酸（28.5%）制造；

化工产品批发（除危险化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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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海兴总资产 144,915.26 万元，总负债 91,055.93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2,606.68 万元，净利润 142.18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4、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海力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住所为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经济区石化

产业园，法定代表人吴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己二

酸及其副产品精苯、硝酸、环己烷、甲苯、二甲苯制造；己内酰胺及其副产品硫

酸铵制造；环己酮制造；化工产品批发（除危险化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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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海力总资产 373,675.38 万元，总负债 210,533.13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3,036.55 万元，净利润 2,675.79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5、山东海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海力成立于 2003 年 11 月 5 日，住所为山东省桓台县马桥镇大成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吴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安

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内的产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聚氯乙烯、电石

渣、氯化钡泥、氯化钙、甲酸钠、石灰粉末、已二酸、二元酸、十水硫酸钠、己

内酰胺、环己酮肟、硫酸铵（不含过硫酸铵）、编织袋、聚合氯化铝、粉煤灰砖；

丙烯仓储中转（限分公司）；并从事公司自产产品的销售及上述同类产品的进出

口业务（不含分销业务、许可证产品凭许可证生产经营）；不带有储存设施的经

营：丙烯（禁止储存，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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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山东海力总资产1,301,219.29万元，总负债935,6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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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46,200.18 万元，净利润 5,051.74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6、江苏海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海华环保成立于2011年1月12日，住所为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经济区临港工

业区，法定代表人吴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环保工程

的设计、施工；污水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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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海华环保总资产 80,790.33万元，总负债 85,119.36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095.56 万元，净利润-5,155.60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7、宁波金光纸业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贸易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住所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青峙工业区

宏源路 88 号，法定代表人翟京丽，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4,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

纸浆及纸制品的采购、批发，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宁波贸易经审计的总资产 147,290.01 万元，总负

债 134,367.37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44,428.14 万元，净利润 2,556.25 万

元。 

8、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广西金桂成立于 2003 年 9 月 27 日，住所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州港金

光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黄志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52,412.84 万元，经营范围

为：生产销售木纸浆、各种纸制品及相应的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林业

生产经营（筹建）；林浆纸技术研发、设计。煤炭销售。木材（原木、木片）收

购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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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广西金桂经审计的总资产 2,333,458.14 万元，总负

债 1,205,960.14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26,744.93 万元，净利润 64,228.46

万元。 

9、海南金海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金海贸易成立于 2010 年 8 月 6 日，住所为香港九龙尖沙咀么地道 68 号帝国

中心 4 楼 405B，法定代表人翟京丽，注册资本为 5,990 万美元，经营范围为：主

要从事国内、外客户的木片、木浆及煤炭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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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金海贸易经审计的总资产 32,725.42 万美元，总负

债 25,625.00 万美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5,786.59 万美元，净利润 1,110.42

万美元。 

10、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亚浆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 5 日，住所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峙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黄志源，注册资本为 69,865.42 万美元，经营范围为：纸及纸板（含

纸制品）制造、加工；自产产品销售；纸张、纸板及纸制品的批发；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

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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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宁波亚浆经审计的总资产 1,885,222.89 万元，总负

债 1,092,734.82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84,319.72 万元，净利润 76,094.88

万元。 

（二）关联关系 

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汇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

司 48.84%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光纸业”）持有博汇集团 100%的股权，为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 

1、博汇集团持有天源热电、丰源热电 100%的股权，因此天源热电、丰源热

电为由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控制的法人，为本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博汇集团直接持有山东海力 72%的股权、间接持有山东海力 28%的股权，

山东海力持有江苏海力、江苏海兴、海华环保 100%的股权，因此山东海力、江

苏海力、江苏海兴、海华环保为由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

人，为本公司的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3、金光纸业持有广西金桂 96.04%的股权、宁波贸易 100%的股权、金海贸易

99.63%的股权，直接及间接持有宁波亚浆 50.63%的股权，因此广西金桂、宁波贸

易、金海贸易、宁波亚浆为由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

为本公司的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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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公司、大华纸业、博汇浆业向天源热电采购电、蒸汽 

天源热电向公司、大华纸业、博汇浆业供应电，供电电压为 35000 伏，按用

电方需求供应，供电价格为 0.58元/KWH（含税）,电费每月据实结算，期限为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天源热电向公司、大华纸业、博汇浆业供应蒸汽，供应蒸汽的压力和温度分

别不低于 5.5公斤和 160摄氏度，按用汽方需求供应，供汽价格为 120 元/吨（含

税），汽费每月据实结算，期限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 日。 

2、江苏博汇向丰源热电采购蒸汽 

丰源热电向江苏博汇供应蒸汽，供应蒸汽的压力和温度分别不低于5.5公斤

和160摄氏度，按用汽方需求供应，供汽价格为120元/吨（含税），汽费每月据

实结算，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3、江苏博汇向江苏海兴、江苏海力采购辅助化工原料 

江苏博汇向江苏海兴采购烧碱等生产所必需的辅助化工原料，价格应依市场

条件公平、合理确定，每月据实结算，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江苏博汇向江苏海力采购双氧水等生产所必需的辅助化工原料，价格应依市

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每月据实结算，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4、公司及博汇浆业向山东海力采购辅助化工原料 

公司及博汇浆业向山东海力采购烧碱、双氧水等生产所必需的辅助化工原

料，价格应依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每月据实结算，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 

5、公司及江苏博汇向金海贸易、广西金桂采购化学木浆、化机浆（桉木） 

公司及江苏博汇向金海贸易采购化学木浆，价格应依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

定，每月据实结算，有效期限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公司向广西金桂采购化机浆（桉木），价格应依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

每月据实结算，有效期限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6、公司及江苏博汇向宁波贸易销售箱板纸、纱管纸、白卡纸等产品 

公司及江苏博汇向宁波贸易销售箱板纸、纱管纸、白卡纸等产品，价格应依

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期限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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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苏博汇向宁波亚浆销售化机浆 

江苏博汇向宁波亚浆销售化机浆产品，价格应依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

期限为 2021年 1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8、江苏博汇向海华环保购买污水处理等治污服务 

江苏博汇向海华环保购买污水处理等治污服务，价格根据平等自愿、公平合

理、互利互惠的原则，按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定价方式，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确

定，按月结算，期限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1、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天源热电、丰源热电的电、蒸汽采购关联交易遵循市

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考虑双方之间属于直接供应，传输距离近、能量消

耗小的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山东省、江苏省电网同地区 35 千伏及以上的一般工

商业用电销售电价和动力煤价格及其变动情况对天源热电、丰源热电电力、蒸汽

成本的影响等因素协商确定电力、蒸汽供应价格。 

2、子公司江苏博汇与海华环保的关联交易中，根据平等自愿、公平合理、

互利互惠的原则，按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定价方式，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确定。 

3、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山东海力、江苏海兴、江苏海力、广西金桂、宁

波贸易、金海贸易、宁波亚浆的关联交易中，交易价格依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

定。具体依下列顺序确定：  

（1）国家有统一定价的，执行国家统一规定； 

（2）国家没有统一定价的，参照当地的市场价格；  

（3）向关联方采购，不得高于关联方向其他任何第三方的销售价格； 

（4）向关联方出售，不得低于向其他任何第三方的销售价格。 

四、交易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天源热电、丰源热电为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方，天源热电为公司及博

汇浆业、大华纸业提供生产所需的电和蒸汽，丰源热电为江苏博汇提供生产所需

的蒸汽。丰源热电、天源热电与公司及子公司传输距离近、能量消耗小，能够有

效保障公司及子公司的电力或热力需求，有利于公司降低生产成本，满足日常经

营生产需求。同时，本公司对其生产经营情况了解，履行合同有保证，可以确保

公司生产经营的需求，同时将交易风险降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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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及子公司博汇浆业、江苏博汇与关联方山东海力、江苏海兴、江苏

海力发生的化工原料采购关联交易，一方面减少了运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

另一方面保证了公司化工辅助原材料及时、稳定的供应。该等关联交易是在关联

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原则确认价格，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子公司江苏博汇向海华环保购买治污服务，有利于满足江苏博汇生

产规模扩展和清洁生产需求。该关联交易根据平等自愿、公平合理、互利互惠的

原则，按照成本加合理利润确定价格，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

为，也不会对本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博汇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

大影响。 

4、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博汇向关联方金海贸易、广西金桂采购化学木浆、化

机浆（桉木）产品，该等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展原材料采购渠道，稳定原材料供应，

丰富产品品类和提高产品品质。该等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按照

市场化原则确认价格，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本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5、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宁波贸易、宁波亚浆销售箱板纸、纱管纸、白卡

纸及化机浆，该等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拓展销售渠道，提高公司产能利用率。该

等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原则确认价格，不存在损害

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审计委员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纪要。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