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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30         股票简称：沧州大化        编号：2021-10 号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020 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 202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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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由于严格按照关联交

易定价原则执行，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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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第八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020年度计划执

行情况和 2021年度计划的议案》。因涉及到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谢华生、陈洪波、

刘增、钱友京四名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三名非关联董事投票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霍巧红、李长青、宋乐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参与了关联交

易议案的表决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本着对全体股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切实维

护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我们对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以及

2021年申请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调查，认为公司所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和

行业特点，交易价格、定价方式和依据客观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该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表示认可。 

本次公司关联交易属于沧州大化与关联人之间正常购销往来和辅助服务，对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公平合理；沧州大化董事会人数 7人，关联董事4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后董事会参加表决人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人数，其表决程序合法、规范。 

3、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文件规定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2020年度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执行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

案，关联采购总金额计划为1,191万元，关联销售总金额计划为521.54万元，关联服务

总金额为1,288.20万元，即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计划合计为3,000.74万元。 

2020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采购总金额为47.14万元，关联销售总金额为615.93万

元，关联服务总金额为1,045.77万元，合计为1,708.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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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

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人（简称）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差额 

采购货物 

离子膜 
蓝星（北京）化工机械

有限公司 
1,191.00 43.33     -1,147.67  

材料、设备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0 3.81          3.81  

销售货物 

TDI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

有限责任公司 
100 78.34        -21.66  

天然气、蒸

汽、材料 

沧州大化百利有限公

司 
421.54 537.59        116.05  

接受劳务 

 

运输费、吊

装费 

沧州大化联星运输有

限责任公司 
1,278.20 1,026.48       -251.72  

检验 
沧州大化集团至正化

工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10 19.29          9.29  

合计 3,000.74   1,708.84  -1,291.90 

 

公司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 1,708.84万元，未超过原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 

 

（三）预计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结合本公司以往的实际情况，对 2021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的预计，具体

预计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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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乔霄峰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街 5号 

经营范围：生产化工机械设备；销售医疗器械 II 类、仪器仪表、玻璃制品、机械

设备、电气设备、实验室设备、消毒用品、消毒剂（涉及许可项目除外）；化工机械设

备的设计、维修、安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专业承包；石油化工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2020 年 12月 08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生产第 II类医疗器械（含医疗实验室及医用消毒设备和器具）；化

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专业乙级（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

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工程设计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2021

年 04月 11 日）；固定式压力容器-其他高压容器 A2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特种

设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8 年 06 月 19 日）；A1/A2 级固定式压力容器-第三类压力

容器设计（高压容器限单层）（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年 09 月 29日）。（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A1/A2 级固定式压力容器-第三类压力

容器设计（高压容器限单层）、固定式压力容器-其他高压容器 A2制造（含安装、修理、

改造）、生产第 II 类医疗器械（含医疗实验室及医用消毒设备和器具）、化工石化医药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

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简称） 预计金额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去年实际发

生额 

采购货物 

离子膜 
蓝星（北京）化工机械

有限公司 
40.00 100.00% 43.33  

材料、设备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0.00 0.00% 3.81  

销售货物 

TDI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

限责任公司 
123.89 7.61% 78.34  

天然气、

TDI、改性

PC、材料 

沧州大化百利有限公司 1,505.12 92.39% 537.59  

接受劳务 

运输费、吊

装费 

沧州大化联星运输有限

责任公司 
1,118.30 93.72% 

   

1,026.48  

检验 
沧州大化集团至正化工

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74.87 6.28% 19.29  

合计 2,862.18     
   

1,7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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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化工工程）专业乙级（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

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关联关系：受同一控制人控制 

截止 2019年底，公司总资产 108,436万元，净资产 53,989万元，营业收入 55,190

万元，净利润 912万元。 

2、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胡冬晨 

注册资本：91,722.9657 万 

住所：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5号成都高新区技术创新服务中心 

经营范围：研发、销售：化工产品并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化工原料、橡胶制

品、塑料制品的研发销售；工业特种阀门生产（工业行业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或另择经营

场地在工业园区内经营）、销售；工业气体的研制、开发、生产（工业行业另设分支机

构经营或另择经营场地在工业园区内经营）、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货运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检测服务（不含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

造、安装和无损检验，不含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不含气球广告）；计算机信息技术咨询；工程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

赁；房屋租赁；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设计；经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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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及技术除外）。 

关联关系：受同一控制人控制 

截止 2019年底，公司总资产 874，425万元，净资产 595,057万元，营业收入 470,068

万元，净利润 52,506万元。 

3、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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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永继 

注册资本：73,073.94 万 

注册地：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邙岭路 5号 

经营范围：钯催化剂、氧化铝载体、稳定剂、氢氟酸（464.1吨/年）、六氟化硫（1000

吨/年）、三氟化氮（100 吨/年）、四氟甲烷（200 吨/年）的生产销售；聚氨酯材料、化

学推进剂原材料的研究开发和制造销售；工程科学技术研究、化学技术服务、工程咨询、

工程设计、工程承包；环境保护技术研究；环保工程的施工（凭有效资质证经营）；环

保设备制造及销售；从事本公司技术相关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研究、制造销售和生产

所需材料、仪器仪表零备件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及进出口业务；设计、制作、发布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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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广告业务；监督检验、检测（以上范围凭有效许可证或资质证书经营）。一氧化二

氮[压缩的]、三氟甲烷、二氯一氟甲烷、三氯化硼、氦[压缩的]、氖[压缩的]、氩[压

缩的]、氪[压缩的]、氙[压缩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压缩的]、甲烷[压缩的]、乙

烷[压缩的]、乙硼烷[压缩的]、环氧乙烷、正丁烷、乙烯[压缩的]、丙烯、四氢化硅、

氚、硫化氢[液化的]、氢[压缩的]、环氧丙烷[液化的]、四氧化硅、溴化氢[无水]、氨

[液化的、含氨﹥50%]、氯[液化的]、四氟甲烷、六氟乙烷、八氟丙烷、三氟化氮、六

氟化钨（无仓储）的批发。 

关联关系：受同一控制人控制 

截止 2019年底，公司总资产 171,900万元，净资产 133,597万元，营业收入 104,942

万元，净利润 13,625万元。 

以上关联方是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4、 沧州大化百利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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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岭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沧县风化店乡达子店村 TDI公司院内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聚氯乙烯人造革及制品；批发零售化工原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企业管理咨询（不含

资产管理及投资咨询）；生产、销售：车用尿素、玻璃水、防冻液、聚氨酯组合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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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9 年底，公司总资产 14,310.35 万元，净资产 7,343.38 万元，营业收入

6,878.93万元，净利润 319.47万元。 

5、沧州大化联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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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月香     

注册资本: 339.3万元 

注册地址：沧州市永济东路 17号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机动车 GPS卫星

定位系统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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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母公司联营企业 

截止 2019 年底，公司总资产 1,846.28万元，净资产 1,729.48万元，营业收入

1,185.95万元，净利润 231.73万元。 

6、 沧州大化集团至正化工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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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孙亚妹 

注册资本：20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沧县风化店乡达子店村 

经营范围：产品特征、特性检验服务、其他技术检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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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9 年底，公司总资产 35.48万元，净资产 12.95万元，营业收入 5.92万元，

净利润 2.13 万元。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

易价格为市场价和以市场价为参考依据的协议价，每月末以银行转帐方式支付交易款。 

部分关联交易按照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生产经营、综合服务协

议实施细则（2020-2022 年度）》执行，详见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生产经营、

综合服务协议实施细则》的公告（编号：2020-15 号）及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资料。未约定部分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1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该关联方签订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生产经营中正常的购销往来和辅助服务，对

维持本公司正常生产运行是必要的，符合公司业务需要，有利于本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由于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不会对公司本

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重大不利

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