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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3       股票简称：皖维高新       编号：临 2021-007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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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本公告所列公司与关联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需提请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1 年 3 月 23 日，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公

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吴福胜、高申保、张正和对该

议案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上述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2、上述议案在董事会审议前已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

见》，认为：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正常经营性往

来，交易定价按市场原则进行，2020 年度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

生产经营实际，没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充分考

虑了公司各类关联业务实际情况，关联交易数额符合公司 2021 年度经营预算。

同意将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经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2020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36,835.27 万元，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9,195.98 万元，在批准控制范

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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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业务

类型 

关联方名

称 
交易内容 

2020 预计

发生额 

2020 年实

际发生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

业务 

 

支付综合服务费 303.27 303.27 —— 

支付铁路租赁费 32.00 32.00 —— 

融资担保费 2,000.00 1,787.08 

报告期,根据公司与皖维集团签订的融资担保

费协议，公司按皖维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担保金额的

1%，向皖维集团支付融资担保费 1,787.08万元。 

小  计 2,335.27 2,122.35  

金泉实业 
包装物等 500.00 411.39 

报告期，公司根据招标结果，向关联方金泉实

业采购乳液等产品的实际发生额比预计金额减少

88.61万元。 

小  计 500.00 411.39  

皖维物流 

本部产品运输费 

22,000.00 17,829.37 

报告期，关联方皖维物流受运输量及油价变动、

运费下降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与皖维物流的关联

采购业务实际发生额较 2020 年度预计数减少

4,170.63万元，占年度预计数的 18.95%。 

广维产品运输费  

蒙维产品及原料

运输费 

花山产品运输费 

机械、国贸运费  

小  计 22,000 17,829.37  

采购业务合计 24,835.27 20,363.11  

销售 

业务 

皖维集团 
销售劳保、水电

气、PVA 等 
100.00 0.00 —— 

金泉实业 
销售水电汽、水

泥、PVA 等 
2,800.00 1,609.77 

报告期，关联方金泉实业从本公司采购醋酸乙

烯的数量和价格均同比下降，导致金泉实业与本公

司的关联销售业务实际发生额较 2020年度预计数减

少 1190.23万元，占年度预计数的 42.51%。 

皖维物流 
销售劳保、辅助材

料 PVA、电石等 
100.00 652.52 

报告期，由于市场变化，关联方皖维物流从本

公司采购电石等产品对外销售，导致皖维物流与本

公司的关联销售业务实际发生额较 2020年度的预计

数增加了 552.52万元。 

皖维皕盛 
销售 PVB 树脂、水

电汽等 
9,000.00 6,570.58 

报告期，关联方皖维皕盛 PVB 膜片新增产能未

按预期有效发挥，导致公司关联销售 PVB 树脂及水

电汽的实际发生额较 2020 年度预计数减少 2429.42

万元，占 2019 年度预计数的 26.99%。 

销售业务合计 12,000 8,832.87  

合计 36,835.27 29,195.98  

（三）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21 年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49,135.27 万元，其中关联

采购预计金额为 25,835.27 万元，关联销售预计金额为 23,300.00 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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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类型 

关联方名

称 
交易内容 

2020 年实

际发生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1 年预

计发生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支付综合服务费 303.27 100 303.27 100 —— 

支付铁路租赁费 32.00 100 32 100 —— 

融资担保费 1,787.08 100 2000.00 100 —— 

小  计 2122.35  2335.27   

金泉实业 
包装物、乳液 411.39 0.17 500.00 0.11 —— 

小  计 411.39  500.00   

皖维物流 

本部产品运输费 

17,829.37 73.02 23,000.00 88.11 

预计 2021 年公司各类产品

满负荷生产，产品运输费用也将

相应增加。 

广维产品运输费  

蒙维产品及原料运输费 

花山产品运输费 

机械、国贸运费  

小  计 17,829.37  23,000.00   

采购业务合计 20,363.11  25,835.27   

 

金泉实业 
销售水电汽、水泥、PVA

等 
1,609.77 2.37 2,800.00 2.68 

预计 2021 年金泉实业加气

砖、乳胶产量将有所提高，从本

公司采购的聚乙烯醇、水泥量也

将同比增加。 

皖维物流 
销售劳保、辅助材料、

PVA、电石等 
652.52 2.42 500.00 2.06 —— 

皖维皕盛 
销售 PVB 树脂、水电汽

等 
6,570.58 55.72 20,000.00 90.43 

2021 年关联方皖维皕盛新

建年产 2万吨汽车级 PVB胶片项

目建成投产并达产达标，PVB 胶

片产量将明显增加，导致公司与

皖维皕盛关联销售的 PVB 树脂

及水电汽等随之大幅增加，因此

公司将 2021 年与关联方皖维皕

盛关联销售的预计数调增至

20,000 万元。 

 

销售业务合计 8,832.87  23,300.00   

合计 29,195.98  49,135.27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方关系 

（一）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维集团），系本公司控股

股东，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其前身是安徽省维尼纶厂，始建于 1969 年，是国家“四五”期间的重

点建设项目；注册资本：25,651.66 万元；公司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皖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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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56 号；法定代表人：吴福胜。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化学

纤维、建材制品生产销售，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资本运作。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170,636.32 万元，净资产为

617,683.06 万元；营业收入为 752,988.45 万元，净利润为 71,677.70 万元。（未经

审计） 

（二）巢湖皖维金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泉实业），系皖维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2000 万元；公司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皖维路 56

号；法定代表人：王家东；主营业务为从事编织袋、复合袋、加气混凝土砌块、

乳胶、醋酸钠等产品生产经营。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4,203.7 万元，净资产为 5,129.52

万元；营业收入为 14,423.00 万元，净利润为 1,293.12 万元。（未经审计） 

（三）巢湖皖维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维物流），系皖维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注册资本：5000 万元；公司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巢湖经济开发区金山

路 14 号；法定代表人：陈爱新；主营业务为从事货物运输、港口作业、仓储保

管、工业品贸易等。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1,171.49 万元，净资产为 2,609.23

万元；营业收入为 43,656.44 万元，净利润为 923.66 万元。（未经审计） 

（四）安徽皖维皕盛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维皕盛），系皖维

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皖维集团持有 51.67%的股权，安徽安元创新风险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持有 13.92%，王必昌等 12 个自然人持有 34.41%的股权；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公司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合巢产业新城；法定代表人：沈小罡；主

营业务为从事 PVB 胶片的生产与销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7,374.08 万元，净资产为 17,628.42

万元；营业收入为 19,319.26 万元，净利润为 2,031.52 万元。（未经审计） 

皖维集团为本公司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 10.1.3 条第（一）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金泉实业、皖维物流、皖维皕盛为本公司关联方，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包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销售业务和关联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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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的原则：①自愿平等、诚实可信的市场定价原则；

②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③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

原则。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销售、关联采购业务产生的关联交易均采用市场

化的定价原则。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  

公司与关联方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并按照市

场公允价格进行交易。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自愿平等、诚实可信的市场

定价原则，交易没有损害公司长远利益和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长期以来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序进行。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3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