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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46         证券简称：恒力石化          公告编号：2022-038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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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该等日常性关联交易客观公正、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且该等关联交易在公平合理、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

司的主营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6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范红卫、李峰、柳敦雷、龚滔回避

表决。 

2、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一致

行动人德诚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海来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和高投资有限公

司、恒峰投资（大连）有限公司、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范红卫；股东恒力

集团－西南证券－21恒力E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将回避表决。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该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2022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交易定价合理、公允，公司与关联方的采购、销售交易均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

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有利于降低公司的生产成本，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

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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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进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事

项 
关联交易对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预计

金额 

（不含税） 

2021年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占上市公司

2021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

例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等 

恒力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采购系统服务、

开发组件、咨询

服务等 

3,000 889.55 0.04% 

南通德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采购混凝土 3,000 8,709.39 -0.10% 

苏州恒力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采购系统服务、

办公器材 
5,300 1,637.11 0.06% 

苏州恒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及下属分公司 
采购物资等 7,855 1,949.32 0.10%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等 

江苏博雅达纺织有限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13,300 8,168.91 0.09% 

吴江化纤织造厂有限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5,000 3,142.50 0.03% 

江苏德顺纺织有限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20,000 8,957.80 0.19% 

江苏德华纺织有限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12,000 6,639.07 0.09% 

恒力（贵州）纺织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10,000 1,564.53 0.15% 

江苏佩捷纺织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20,000 9,366.90 0.19% 

四川恒力智能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20,000 6,696.35 0.23% 

江苏长顺纺织有限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2,500 581.76 0.03% 

向关联方租

赁 

南通广振高分子材料有限公

司 
土地、厂房 6,820 1,100.92 0.10% 

合计 - - 128,775 59,404.11 - 

 

（三）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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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事项 
关联交易对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2年预计

金额 

（不含税） 

本年年初至 3

月末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未

经审计） 

2021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占上市

公司2021年

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等 

恒力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采购系统服务、

开发组件、咨询

服务等 

1,100 105.85 889.55 0.00% 

南通德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采购混凝土 26,500 7,385.16 8,709.39 0.31% 

苏州恒力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采购系统服务、

办公器材 
2,413 347.94 1,637.11 0.01% 

苏州恒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及下属

公司 
采购物资等 5,790 284.91 1,949.32 0.07%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等 

江苏博雅达纺织有限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6,700 585.96 8,168.91 -0.03% 

江苏德顺纺织有限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11,250 1,106.53 8,957.80 0.04% 

江苏德华纺织有限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6,860 461.99 6,639.07 0.00% 

恒力（贵州）纺织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销售涤纶丝等 20,200 2,243.73 1,564.53 0.33% 

江苏佩捷纺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17,210 3,846.27 9,366.90 0.14% 

江苏长顺纺织有限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1,010 42.58 581.76 0.01% 

四川恒力智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涤纶丝等 21,700 2,918.41 6,696.35 0.26% 

向关联方

租赁 
恒力实业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办公室租金 1,459 372.53 1,205.37 0.00% 

合计 - - 122,192  19,701.86 56,366.06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恒力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王如峰 

    2、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3、住所：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南路115号楼1801 

4、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服务与咨询；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运营及维护服务、云计算技术开发与服务；互联网技术开发与服务；数据处理和存

储服务；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及通信系统设备开发、组装及销售；建筑智能化工程

及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民用无人机服务；智能

化系统集成服务；安防工程的设计与安装服务；网络安全产品开发与服务及代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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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及辅助设备批发、代购代销；机房建设；安防与环境监测；

电子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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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二）南通德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吴正军 

    2、注册资本：2,505万元人民币 

    3、住所：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开沙村 

    4、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水泥制品生产和销售；工程车辆租赁；普通货物装

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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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三）苏州恒力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周建峰 

2、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中心广场88

幢2505室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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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通信

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维修；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办公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办公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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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四）苏州恒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周建峰 

2、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3、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中心广场88

幢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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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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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互联网数据服务；大数据服

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办公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通信设备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安防设备销售；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外包服务；数据处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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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五）江苏博雅达纺织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胡燕杰 

2、注册资本：74,034.8237万元人民币 

3、住所：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南麻工业区 

    4、经营范围：高档织物面料的织造；从事与本公司产品的同类商品及化学品

（PTA、乙二醇）批发及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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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六）江苏德顺纺织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茹秋利 

    2、注册资本：36,801.2975万元人民币 

    3、住所：宿迁市宿城区黄河南路566号 

    4、经营范围：高档织物面料的织造，生产倍捻丝，销售自产产品。从事PTA、

乙二醇、纺织原料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以上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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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七）江苏德华纺织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钮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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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3、住所：宿迁市经济开发区发展大道西侧、人民大道东侧、开发区大道南侧 

    4、经营范围：纺织品、倍捻丝生产、销售；从事化工原料（化学危险品除外）、

化纤原料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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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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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八）恒力（贵州）纺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李彬 

    2、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3、住所：贵州省贵安新区红枫湖镇(六村一居)ZX-01-01号地块 

    4、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纺织

品、化纤丝织造加工销售；PTA、乙二醇化纤原料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来料加

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5、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九）江苏佩捷纺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钮春荣 

    2、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3、住所：宿迁市宿城区洋北镇扬帆大道1号 

  4、经营范围：高档织物面料的织造，生产倍捻丝，销售自产产品，精对苯二甲

酸、乙二醇、纺织原料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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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工艺美术品及礼

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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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十）江苏长顺纺织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蒋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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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3、住所：宿迁市宿城经济开发区南区鸿运路南华夏大道东 

 4、经营范围：纺织品生产、加工、销售；化学纺织纤维新材料、服装及辅料、

箱包、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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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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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控制的公司 

（十一）四川恒力智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吴国良  

    2、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3、住所：泸州市龙马潭区二环路临港大道东一段528号  

4、经营范围： 纺织品、化纤丝织造加工销售，PTA、乙二醇化纤原料销售，经

营本企业自产纺织丝绸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

设备、仪表仪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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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十二）恒力实业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建华 

    2、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3、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中心广场88

幢2601 

4、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停车场管理服务；工程建

设项目咨询服务及建设项目管理；会务服务；票务服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新

型纺织原料的研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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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三、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与公司交易均能正常结算，不存

在履约能力障碍。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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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各项物资采购、产品销售等日常关联交易，交易双方

将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1、向关联方采购混凝土、物资等 

向关联方南通德基混凝土有限公司采购混凝土，保证公司新建项目的土建施工

所需的混凝土的质量和数量。采用市场化原则定价，价格公允。  

向关联方采购物资、接受服务，主要用于公司及下属公司软件和硬件的设备智

能化改造、投入及技术支持等。通过集中采购方式，降低采购成本。采用市场化原

则定价，价格公允。 

2、向下游关联方销售涤纶丝 

向公司采购涤纶丝的关联企业，均为织造企业，所采购的涤纶丝均用于自身的

生产经营。且公司向关联方销售涤纶丝，占公司对外销售涤纶丝总收入的比例较小

且较为稳定。涤纶丝为大宗商品，存在公开透明的市场价格。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

间的交易均采用市场化原则定价，价格公允。 

3、向关联方租赁房屋 

向关联方租赁房屋满足公司日常办公所需，租金采用市场化原则定价，价格公

允。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满足公司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遵循了市场公平、公允原则，

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交易采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维护了交易双方的

利益，未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未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同时，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采购总额、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日

常性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上述关联交易未对关联方形

成较大的依赖。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