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900951     证券简称：*ST大化 B       公告编号：2018-009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含超额部分

追认）以及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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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预计需要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各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由于公司与控股股东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生产工艺上的紧密关联性，公司必须依赖控股股东提供相关原材料

及动力。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各项关联交易保持了持续性，关联交易价格保持了一贯性，关联

交易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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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关于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含超额部分追认）以及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公司 4名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由于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不足 3人，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张启銮先生、马荣凯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预先审核并表示认可，认为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含超额部分追认）以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合理

的，没有损害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事项做了前置审议，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4、该议案提交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控股股东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放弃

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 

 

（二）、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含超额部分）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7 年预计

金额 

2017 年实

际发生金

额 

超额部

分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及动力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2778 56587  产量减少，采购量减少 

林德大化（大连）气体

有限公司 
618 358  实际采购量减少 

小计 63396 56945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0 189 39 实际销售产品增加 

大化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11767 6712  销售出口产品减少 



商品 大化集团大连冠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2643 2523  销售出口产品减少 

大连宏图经销公司 30 0  实际未实现销售 

大化集团大连瑞霖化工

有限公司 
3964 2058  实际销售减少 

小计 18554 11482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0  343  实际业务量减少 

大化集团大连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 
320 148  用车业务量减少 

大化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65 40  代理原盐进口减少 

小计 835  531   

合计  82785 68958   

2017年公司向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计销售产品 189万元，超额 39万元，主要是销

售额增加所致。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交易仍然按照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及相关程序执行，

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三）、2018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

度预计金

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2018 年

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2017 年

实际发生

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大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62025 68.65 16365 56587 67.28 

预计产量增加，采购

量增加 

林德大化（大连）

气体有限公司 
533 100 169 358 100 

预计产量增加，采购

量增加 

小计 62558  16534 56945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大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95 0.22 32 189 0.21 

预计产量增加，销售

增加 

大化国际经济贸

易公司 
10878 12.22 813 6712 7.42 

预计产量增加，出口

销售增加 

大化集团大连冠

林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4580 5.15 491 2523 2.79 
预计产量增加，出口

销售增加 

大连宏图经销公

司 
30 0.03 0 0 0 预计实现销售 

大化集团大连瑞

霖化工有限公司 
3500 3.93 0 2058 2.28 预计销售增加 

小计 19183 21.55 1336 11482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大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450 100 89 343 100 预计业务量增加 



劳务 大化集团大连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 
225 100 45 148 100 预计业务量增加 

大化国际经济贸

易公司 
75 100 20 40 100 预计业务量增加 

小计 750   154 531   

合计  82491   18024 6895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文旗 

注册资本：305785万元 

公司性质：国有 

注册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工兴路10号 

主营业务范围： 生产与销售复合肥料、硫酸、硝酸、硝酸铵、硝酸钠、煤焦油、氨水等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控股股东(63.64%)，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项规

定的情形。 

2、大化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军 

注册资本：6000万元 

公司性质：国有 

注册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甘欣街3号 

主营业务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同一母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 

3、大化集团大连冠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杰 

注册资本：500万元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 

注册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工兴路10号 

主营业务范围：化工产品（不含专项批）、机械设备、建筑材料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许

可范围内）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母公司参股20.4％，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 

4、大化集团大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曲万涛 

注册资本：289万元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 

注册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工兴路10号 

主营业务范围：普通货运、土石方吊装工程、工程机械修理、机械零配件、化工产品销售、

大型物件运输。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母公司参股20.74%，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 

5、大连宏图经销公司 

法定代表人：毕春友 



注册资本：658.6万元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 

注册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华东路50号 

主营业务范围：建筑材料、包装材料、农副产品（不含粮油）、办公设备、日用百货、化工

产品（不含专项审批）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母公司参股20.74%，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 

6、大化集团大连瑞霖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燕霖 

注册资本：500万元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 

注册地址：大连市普湾新区松木岛化工园区 

主营业务范围：复合肥、复混肥料、磷酸铵、磷系列精细化工产品。大颗粒氮肥、液体肥料、

大颗粒尿素、大颗粒钾肥、BB肥。大颗粒氯化铵、防结块剂等精细化工的生产销售。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关联企业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 

7、林德大化（大连）气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温明浩 

注册资本：23149.07万元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 

注册地址：大连普湾新区松木岛化工园区 

主营业务范围：生产销售气态氧、气态氮及液态氧、液态氮，提供相关工程和技术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母公司的联营企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 

 

以上各关联人生产经营正常，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的

履约能力，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因此公司认为不存在支付款项形成坏帐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定价政策及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情况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是从关联方采购采水、电、蒸汽、合成氨等原料及动力，

向关联方销售纯碱和氯化铵，接受关联方提供的供应、运输等劳务服务，公司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

原则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执行

市场价格时，双方可随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公司与各关

联方的各项关联交易保持了持续性，关联交易价格保持了一贯性，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和股

东的利益。 

公司与各关联方签署了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经

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与各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每年要预计年度关联交易数额，每月要制定采购或销售计

划，各关联方每月按实际交易数量进行结算，在每月五日之前转账支付上月关联方的交易款

项。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生产工艺决定了公司必须从控股股东采购水、电、蒸汽、合成氨等原料及动力，

以满足生产需要，故此关联交易还将持续下去。基于公司的生产历史延续，决定了公司在采

购及销售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企业发生大量的的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构成了本公



司经营收入、成本和利润的重要组成。公司的关联单位为公司提供运输、维护等综合性服务，

长期以来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序进行，且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通过往来帐结算。往来帐每月结算一次，余额以转账或现

金支付。 

公司的主导产品为纯碱和氯化铵，主要生产原料为原盐、合成氨，主要生产动力为电和

蒸汽，公司的水、电、蒸汽及合成氨供应由于生产工艺需要必须就近配套供应。由于公司资

金紧张及 B 股公司融资方面的障碍，公司无力建设或收购合成氨及热电配套装置，只能由

公司控股股东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成氨厂和热电厂提供原料和动力。由于公司与控股

股东在生产工艺上的紧密关联性，公司必须依赖控股股东提供相关原材料及动力，控股股东

的生产状况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生产状况，公司的生产状况也将直接影响控股股东的生产状

况。 

五、备查文件目录 

1、七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七届十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4、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商标使用权协议》、《土地租赁协议》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