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太平洋”）作为吉林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化纤”或“公司”）的保荐机构，就吉林化纤董事

会审议的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1、确认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

易 

类别 

按产品 

或劳务 
关  联  人 

本期金额 

（万元） 

本期占

同类交

易比例 

去年金

额（万

元） 

去年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购买商

品 

采购材

料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

公司 
2.13 0.00% 0.22 0.00% 

购买商

品 

采购水、

电、汽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

公司 
55,773.35 98.86% 33,367.47 98.16% 

购买商

品 

采购车

辆、设备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

公司 
  57.37 0.07% 

接受劳

务 

工程结

算 

吉林化纤建筑安装工程

公司 
146.44 1.58% 92.38 0.53% 

购买商

品 

采购压

缩空气 
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 9.78 3.24% 6.83 0.02% 

购买商

品 

使用劳

务 
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   300.00 0.68%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销售商

品 

销售粘

胶长丝 

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

限公司 
  0.07 0.00% 

销售商

品 

销售粘

胶短纤 

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

限公司 
387.72 0.84%   

销售商

品 

提供劳

务、材料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

公司 
2,086.65 9.36% 737.09 1.67% 



销售商

品 

提供劳

务、材料 
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 115.49 0.52% 99.32 0.22% 

销售商

品 

销售粘

胶短纤 

吉林市拓普纺织产业开

发有限公司 
1,734.52 5.25% 136.18 3.62% 

2、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关  联  人 

预计总金额 

（万元） 

去年总金额

（万元） 

去年占同

类交易的

比例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购买商品 采购材料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2.13 0.00% 

购买商品 采购水、电、汽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87,500.00 55,773.35 98.86% 

接受劳务 工程结算 吉林化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20,000.00 146.44 1.58% 

购买商品 采购压缩空气 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 300.00 9.78 3.24% 

接受劳务 劳务 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 2,000.00 0 0.00%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销售商品 销售粘胶长丝 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 500.00 0 0.00% 

销售商品 销售粘胶短纤 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 3,000.00 387.72 0.84%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材料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2,086.65 9.36%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材料 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 300.00 115.49 0.52% 

销售商品 粘胶短纤 

吉林市拓普纺织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 

1,000.00 1,734.52 5.25% 

3、向关联方借款 

公司向关联方借入流动资金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0 0.00% 

3、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8,393 万元，法定代表人：宋德

武，经营范围：生产各种腈纶纤维、腈纶毛条及相关产品，上述业务的技术咨询

服务；腈纶生产原料仓储与分销，电力生产，热力及工业用水服务。该公司为吉



林化纤控股股东――化纤集团所控制的公司，为吉林化纤的关联法人。 

吉林化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注册资本 710 万元，法定代表人：夏郁葱，

经营范围：一般工业和公共、民用建筑项目的设备、线路、管道、非标准钢结构

件的安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施工）。该公司为吉林化纤控股股

东――化纤集团所控制的公司，为吉林化纤的关联法人。 

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宋德武，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和销售腈纶、差别化腈纶、特殊化腈纶及其相关产品并提

供相关咨询服务。该公司为吉林化纤控股股东――化纤集团所控企业（奇峰化纤）

的合营公司，为吉林化纤的关联法人。 

吉林市拓普纺织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7,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刘宏伟，经营范围：腈纶纱、粘胶纱制造；自有资产经营；纺织品、针织品及原

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服装、机械设备的经销及进出口；仓储（不含危险化学

品）。该公司为吉林化纤控股股东――化纤集团所控制的公司，为吉林化纤的关

联法人。 

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402.50 万元，法定代表人：

岳福升，经营范围：纺织原料及针、纺织品，服装，服装面料，床上用品，建筑

装潢材料（不含木材，不含油漆），初级农产品，机电设备及配件，包装材料，

文具用品，办公设备经销；化工原料及产品（其中危险化学品仅限硫磺、硫酸、

双氧水、盐酸、乙醇、丙烯腈无储存批发）经销。该公司为吉林化纤控股股东――

化纤集团所控制的公司，为吉林化纤的关联法人。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80,906.58 万元，法定代表人：宋

德武，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企业管理；电力生产、热力、工业用水服务（以

上项目由下属分支机构经营）；煤炭经销。该公司为吉林化纤控股股东，为吉林

化纤的关联法人。 

4、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上述关联交易皆为采购、销售或提供劳

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遵循协议约定的交易原则，依据原约定的定价政策、

结算方式等条款的基础上进行的，协议约定的交易条件公允合理，符合本公司及



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联交易产生的利益转移方向（不适用） 

（3）因交易标的特殊性，需要说明与定价有关的其他事项：无 

（4）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交易各方都能够按照相关合同或协议执行，

不存在坏账可能。 

5、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的原则是平

等自愿、互惠互利，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维护了各方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的利

益。 

（2）为保持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公司董事会从企业实际出发，对

暂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

规范发展的前提下，以市场公允的交易原则进行。对于公司经济效益的增长具有

重要的作用，符合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稳步发展的长远利益，维护了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 

6、审议程序 

（1）董事会提出，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

公司确认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2）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与

上述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正常交易事项；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确认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张  姝            刘  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