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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证券代码：600459           公告编号：临 2021-004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2021 年度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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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内容：2020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2021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 

    ●回避表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和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该预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郭俊梅、潘再

富、胥翠芬回避表决。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进行，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 2020年度与关联方实际发生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对公司及子公司 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方 

2020 年预

计金额 

2020年实际发

生额 

向关联人提供

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20.60 18.86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9.20 17.81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9.00 72.29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4.00 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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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提供

设备租赁 
设备租赁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研发中心 
20.00 0 

与关联人进行

技术开发合作 
科研项目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500.00 30.00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注①） 
2,500.00 166.37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142.45 

 

接受关联人转

拨人才培养经

费 

人才培养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50.00 0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0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600.00 0 

向关联人购销

商品 

购销贵金属

原材料、试

剂、化合物、

相关物资及

其它商品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注②） 5,210.00  3,154.98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②） 
13,970.00  1,678.52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注③） 
21,190.00 2,143.52 

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注

④） 
8,000.00  12.76 

中希集团有限公司（注②） 25,000.00  20,595.38 

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注

②） 
12,000.00 10,191.11 

郴州财智金属有限公司 5,000.00 3,784.60 

上海云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0.00 64.08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研发中心 
- 0.23 

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70.70 

云南能投华煜天然气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 209.33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提供分析检

测服务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18.00 41.69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0.00 29.61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0.20 1.00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研发中心 
35.00 6.42 

云南锡业锡材有限公司 0 4.46 

云南锡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0 0 

云南锡业矿业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0 0.12 

郴州云湘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 0.55 

郴州财智金属有限公司 -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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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料加工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10.00  0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40.00  101.40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310.00  35.93 

向关联人 

出售资产 
车辆出售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0 0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0 0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委托加工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110.00 0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20.00 10.11 

会议版面、检

索服务费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0 0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1.13 

职工培训 

教育费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0 0 

接受关联人的

非专利技术 

164 项非专

利技术无偿

提供给本公

司独占使用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 - 

合计   96,336.00 42,612.71 

注：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发生期间为：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发生

金额尚需经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进行审计。 

注① 因公司与关联方进行技术开发合作的项目已申报但未获立项或已立项但经费拨款尚

未完全到位等原因，导致关联方向公司划拨的科研经费相应减少； 

注② 因关联方客户订单减少而导致公司与该关联方实际业务量也相应减少； 

注③ 鉴于公司主要从事贵金属相关业务，为避免与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贵金属集团”）产生同业竞争，公司控股子公司永兴贵研资源公司年初预计将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有色金属副产品按照公允价值销售给贵金属集团，由贵金属集团利用自身的产供销

体系实现销售。本报告期内，因市场不及预期等原因，永兴贵研资源公司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

有色金属副产品产量随之下降，从而与关联方的交易量亦下降。 

注④ 因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贵研金属公司没有与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

黄金交易所发生过系统随机性的撮合交易业务，因此，实际金额与预计金额相差较大。 

二、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方 

2021 年预

计金额 

2020 年实

际发生额 

向关联人提 房屋租赁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21.00 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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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房屋租赁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 17.81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7.00 72.29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房屋

租赁 

房屋租赁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5.00 26.38 

与关联人进

行技术开发

合作 

科研项目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200.00 30.00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①） 
2,570.00 166.37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①） 2,600.00 142.45 

接受关联人

转拨人才培

养经费 
人才培养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0.00 0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0 

向关联人购

销商品 

购销贵金属

原材料、试

剂、化合物、

相关物资及

其它商品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注②） 11,950.00 3,154.98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②） 12,330.00 1,678.52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③） 
25,220.00 2,143.52 

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注④） 10,040.00 12.76 

中希集团有限公司（注②） 100,000.00 20,595.38 

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注②） 15,000.00 10,191.11 

郴州财智金属有限公司（注②） 5000.00 3,784.60 

上海云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10.00 64.08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研

发中心 
0 0.23 

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80.00 70.70 

云南能投华煜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00.00 209.33 

提供或接受

劳务 

提供分析检

测服务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60.00 41.69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0.00 29.61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0 1.00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研

发中心 
15.00 6.42 

云南锡业锡材有限公司 10.00 4.46  

云南锡业矿业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0.12 

郴州财智金属有限公司 2.00 0.92 

郴州云湘矿冶股份有限公司 2.00 0.55 

加工承揽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20.00 0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45.00 111.51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5.93 

会议版面、检

索服务费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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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关联人

的非专利技

术 

164 项非专

利技术无偿

提供给本公

司独占使用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 - 

合计   186,623.00 42,612.71 

注① 2021年预计与关联方进行科研项目合作及创新平台建设，将会发生相应的关联交易； 

注② 考虑 2021 年贵金属原材料、试剂、化合物及相关物资、副产品的价格与上年同期相

比上涨及交易双方业务市场预期等因素的考虑，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相应增加； 

注③ 鉴于上市公司主要从事贵金属相关业务，为避免与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贵金属集团”）产生同业竞争，公司控股子公司永兴贵研资源公司预计将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有色金属副产品按照公允价值销售给贵金属集团，由贵金属集团利用自身的产供销体

系实现销售，从而将导致公司子公司永兴贵研资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业务； 

注④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贵研金属公司可能在上海黄金交易所与关联方发生系统随机性的

撮合交易业务，将产生相应的关联交易业务。 

三、主要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成立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 60,00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朱绍武，

注册地为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988号，经营范围为金属及非金属材料的研

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金属及其矿产品的采选冶、加工、销

售、仓储及租赁服务；环境治理及新能源相关材料和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工程的

设计、施工、运营；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项目进行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技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2、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1984年 7月 2日，注册资本

为 11,050.00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全民所有制，法定代表人为陈家林，注册地址为云南省昆

明市人民西路 121号，经营范围为贵金属(含金银)、稀有稀土和有色金属的科学技术研究、高

技术产品开发(小试、中试、扩试)；金属药物及中间体、药物合成用催化剂；金属及合金的粉

末和超细粉末；工艺美术品(含金银饰品)，经营本院所(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

理出口将本院所(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院所(企业)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技术咨询服务。兼营范围：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科学技术研究、高技术产品开发及资源开发。 



 6 

3、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8年 12月 10

日，注册资本为 10,000.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法定代表人为陈家林，注册地址为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988 号，

经营范围为贵金属(含金银）、稀有稀土和有色金属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生产；

新能源材料、环保材料及设备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生产；环保工程的设计与施

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工艺美术品(象牙、犀角及其制品除外)、贵金属(含金银）、稀有

稀土和有色金属原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的销售。 

4、贵金属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注册资本为 1,500.00 万美元，经营范围为货物批发贸易和工业设计。 

5、中希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另一方法人股东。成立于 2000 年 2 月 29 日，

注册资本为 10,000.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

人为郑元龙，注册地为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六路 181号（温州中希电工合金有限公司内），

经营范围是粉末触头、银触头、银丝材、银焊料、高低压电器及配件、电子元件、机械设备、

电工器材、电力设备、太阳能光伏设备制造、加工、销售；金属材料、银制品批发、零售；经

济信息咨询（不含认证、金融、证券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6、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系云锡控股公司的下属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

注册资本为 100,000.00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为岳敏，注册地为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科技园莘砖公路 258 号 32幢 1501室，

经营范围是贵金属材料、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金银饰品、有色金属、金属原料及制品（除

专控）、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

学品）、玻璃制品、石英砂、白云石、石灰石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有色金

属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代理、仓储管理（除食品、危险

品），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自由房屋租赁。 

7、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系云锡控股公司的分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04月 17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负责人为李季，营业场所为云南

省昆明市高新区昌源中路 49 号，经营范围为接受公司委托，在公司经营范围和资质证内开展

经营活动。 

8、云南锡业锡材有限公司系云锡控股公司的下属公司。成立于 2007年 5月 9日，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王鹏飞，注册资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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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30,276元，住所为云南省昆明经开区信息产业基地云景路 2号，经营范围为有色金属材

料深加工；有色金属产品、非金属产品、非金属材料、助焊剂、建筑材料、新型建筑装饰材料、

绿色环保产品及有色金属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9、上海云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的孙公司的另一股东。成立日期为 2010年

11 月 30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刘敬印，注册资本

为 10000万，经营范围环保、节能、机电设备、汽车配件科技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水处理工程，企业管理咨询，环保材料及设备，节能设备，液体控制成套设备及配

件，汽车配件，机械设备，办公设备，橡胶制品，纺织品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 

10、郴州财智金属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另一法人股东。成立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26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王时璋，注册资本 9,800,000

元，经营范围为有色金属、贵金属销售。 

11、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系云锡控股公司的下属公司。成立日期为2016年6月3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刘路坷，注册资本

50,000万元，经营范围为国内贸易、国际贸易、汽车销售与维修；机械设备维修；劳动防护用

品、危险化学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木材，成品油，货运信息配载；公路旅客运输；普

通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物流、仓储、装卸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代办保险服务；保

险信息咨询服务；汽车信息咨询服务。 

12、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成立日期为2016

年4月20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邢爱民，

注册资本1,730,488,806.31元，经营范围为化工产品、净水剂、塑料制品的生产，仓储理货，

国内贸易、工资供销；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 

13、云南能投华煜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登记

注册地址为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龙泉街道易门工业园区麦子田片区，法定代表人陈颖，经营类

别为管道燃气（天然气），经营区域为易门县行政区域内。发证日期为2020年7月27日，许可

证有效期限为截止2022年7月26日。 

四、定价原则和依据 

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价格。如果有政府定价的则执行政府定价，否

则按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并按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定价。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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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而发生的，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有的资

源，降低公司生产成本，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相关关联交易的履行将严格按照市场

规则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没有损害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1、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而发生的，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有资源，

降低生产成本，保障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 

2、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基于普通商业交易条件，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以

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内部决策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

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该预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郭俊梅、潘再富、胥翠芬

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投票通过。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八、报备文件 

1、贵研铂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贵研铂业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贵研铂业独立董事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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