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155

证券简称：华创阳安

公告编号：临 2019-020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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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和《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对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进行确
认，并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1、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
2018 年，公司严格按照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范围执行关联交易，
交易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018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见下表：
类型/交易内容

提 供
证 券
相 关
业 务
服务

提供证券
经 纪 业
务、投资
银 行 业
务、资产
管理业务
等证券和
金融相关
业务服务

关联方

2018 年度预计金额
（万元）

新希望化工投资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贵州现代物流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关联方、江苏
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上海杉
融实业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中国贵州
茅台酒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关
联方、和泓置地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贵州股权交易中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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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实际金额
（万元）

17,290.62

心有限公司，以及公
司其他关联企业及
关联自然人等

证
和
融
品
易

券
金
产
交

接 受
服务

其 他
服务

固定收益
类产品交
易、股权
类产品交
易、融资
交易、其
他相关证
券和金融
产品及衍
生产品交
易等

企 业 调
查、项目
推荐、咨
询辅导等
综合服务

租出或者
租入资产
等其他服
务

上述关联方中有资
质开展证券和金融
产品交易的金融机
构，如四川新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民生
银行以及其控股的
金融机构等公司

因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
计，实际业务规模难以
估计，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
交易规模
4,743,909.26 万元；
同业资金拆借的拆入资
金规模 1,630,000.00
万元；
取得的投资收益
288.06 万元；
支 付 的 利 息 支 出
1,258.83 万元

3,000.00

60.44

新希望化工投资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贵州现代物流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关联方、江苏
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上海杉
融实业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中国贵州
茅台酒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关
联方、和泓置地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贵州股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以及公
司其他关联企业及
关联自然人等
新希望化工投资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贵州现代物流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关联方、江苏
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上海杉
融实业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中国贵州
茅台酒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关
联方、和泓置地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贵州股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以及公
司其他关联企业及
关联自然人等

房屋租出，收到房租费、
物管费等 76.99 万元；
房屋租入，支付房租费、
物管费等 11.50 万元

2、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

类型/交易内容

关联方

提供证
券相关
业务服
务

提供证券经纪
业务、投资银
行业务、资产
管理业务等证
券和金融相关
业务服务

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贵州现代物流产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关联方、江苏沙钢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上海杉
融 实 业有 限公 司及 其关联
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
方、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贵州股权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以及公司其
他关联企业及关联自然人等

证券和
金融产
品交易

固定收益类产
品交易、股权
类产品交易、
融资交易、其
他相关证券和
金融产品及衍
生产品交易等

上述关联方中有资质开展证
券和金融产品交易的金融机
构，如四川新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民生银行以及其控
股的金融机构等公司

接受服
务

企业调查、项
目推荐、咨询
辅导等综合服
务

其他服
务

租入或者租出
资产等其他服
务

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贵州现代物流产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关联方、江苏沙钢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上海杉
融 实 业有 限公 司及 其关联
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
方、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贵州股权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以及公司其
他关联企业及关联自然人等
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贵州现代物流产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关联方、江苏沙钢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上海杉
融 实 业有 限公 司及 其关联
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
方、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贵州股权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以及公司其
他关联企业及关联自然人等

2019 年度预计金额
（万元）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定
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定
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定
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因其他业务服务的发生及规模
的不确定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4 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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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建雄、张明贵、洪鸣、何英姿、
代明华回避表决。此项关联交易议案尚需获得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公司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
1、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化工”）持有公司 10.76%的
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刘永好通过新希望化工、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北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控制公司 19.31%的股权。
新希望化工法定代表人为邵军，注册资本为 20.50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研究、
开发、销售化工产品，项目投资及提供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新希望集团有限
公司是刘永好控制的大型民营领军企业，主要经营范围涉及农牧与食品、化工
与资源、地产与基础设置、金融与投资四大领域，亦是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000876）控股股东。
2、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泓置地”）及其关联方贵州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903）、刘江合计持有公司 11.49%的股权。和泓
置地法定代表人为谢斌，注册资本为 1.50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
销售商品房、建筑材料、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电器设备；家居装
饰服务；项目投资；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活动）。
3、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8.15%的股权，亦是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002075）控股股东，其法定代表人为沈彬，注册资本为 13.21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金属轧制设备配件、耐火材料制
品、金属结构及其构件制造，废钢收购、加工，本公司产品销售。
（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办理许可证后经营）。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
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家禁止或限
制经营的项目除外；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取得相应许可后经营）。承包境外冶金
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进口；对外派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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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4、上海杉融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上海杉融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8.15%的股权，亦是杉杉集团有限公司的
子公司；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884）控
股股东。上海杉融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驹，注册资本 14.00 亿元，主要
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服装、服装面辅料及高新技术材料的研发和销售，机电
设备、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建材、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针纺织品及原料（除棉花收购）、
文具用品、机械设备及配件、日用品、燃料油（除成品油）、润滑油、汽车配件、
木材、塑料原料及产品、包装材料、纸浆、纸张、纸制品的销售，从事货物与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新型材料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实业投资，
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5、贵州现代物流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
贵州现代物流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6.21%的股权，其法定
代表人为任仁，注册资本 30.00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商贸冷链仓储配送；物流
供应链服务；物流设施建设与物流装备制造；现代物流园开发运营及相关地产
开发；物流信息数据服务；资本运营；资本融通；农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贸易；
生产及生活资料贸易；进出口贸易；房屋租赁。
6、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5.16%的股权，亦是贵
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519）控股股东，其法定代表人为李保
芳，注册资本 100.00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酒类产品的生产经营（主营）；酒类
产品的生产技术咨询与服务；包装材料、饮料的生产销售；餐饮、住宿、旅游、
物流运输；进出口贸易业务；互联网产业；房地产开发及租赁、停车场管理；
教育、卫生；生态农业。
7、贵州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贵州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持有 14.50%股权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洪峰，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为企业挂牌、登记托管、咨询顾问、转板服务、资产重组以及股
权投融资服务、债权投融资服务和符合国家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类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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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交易服务。
（二）公司其他关联企业
1、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家庭成员（配偶、年满 18 周
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
子女配偶的父母）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企业。
（三）公司其他关联自然人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配偶、年满 18 周
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
子女配偶的父母）
。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因开展资产托管、证券经纪、资产管理、金融产品销售等日
常业务而产生的收入，以及因关联方购买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债券、收益凭证等
融资工具而产生的支出，均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拟进行的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拓展，并将为公司带来
一定的收益。
（二）相关关联交易是公允的，定价参考市场价格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相关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有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拓展，交易定价合理、公允，
严格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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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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