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简称：六国化工

股票代码：600470

公告编号：2019-019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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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交易

2018 年实际发

金额

生额（万元）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硫酸

约 14,000 万元

10278.41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运输及其他

不超过 800 万

588.17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转供水

不超过 500 万

324.09

铜陵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卸载转运

约 2,600 万元

2111.96

铜陵化工集团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编织袋

约 4,000 万元

3168.51

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运输、装卸费

不超过 1500 万

1426.43

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液氨

不超过 1000 万

788.67

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煤

不超过 1000 万

473.73

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煤代理费

不超过 1000 万

831.83

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购买钢球

不超过 500 万

181.81

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出售废旧物资

不超过 500 万

261.42

铜陵市绿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外供电、石膏

不超过 500 万

256.93

不超过 1000 万

514.77

不超过 500 万

583.58

约 1998 万

1012.61

/

22802.92

铜陵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采购原料、销售
产品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氨水

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工业磷酸

合计

/

（二）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内容
2019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1、《2019 年蒸汽采购合同》
鉴于 2018 年以来环保要求不断提高，为提升环境，降低排放，本公司停用现有锅
炉，经与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化工”）友好协商，由华兴化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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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供应蒸汽用于生产，2019 年预计发生交易额为 8050 万元。
2、《转供电合同》
鉴于本公司与华兴化工公用六国化工 110KV 供电线路和变电所，供电公司不再向华
兴化工办理结算业务，同网同价，经双方友好协商，由本公司向华兴化工转供电并办理
结算业务，2019 年预计发生交易额为 8300 万元。
3、六国化工磷矿石运输合同
经双方友好协商，铜陵首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承运本公司所需磷矿石，从猫儿沱、
白洋、云池、峡口等港口运至铜陵港，2019 年预计发生交易额约为 1000 万元。
公司与华兴化工、首运物流受同一母公司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根据上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与华兴化工、首运物流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次预计金额

2018 年实际发生

（万元）

额（万元）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硫酸

约 18000 万元

10278.41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运输及其他

不超过 800 万

588.17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转供水

不超过 500 万

324.09

铜陵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卸载转运

约 2600 万元

2111.96

铜陵化工集团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编织袋

约 4360 万元

3168.51

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运输、装卸费

不超过 1800 万

1426.43

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液氨

不超过 1000 万

788.67

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硫酸铵

约 200 万

185.44

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煤

不超过 1000 万

473.73

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煤代理费

不超过 1000 万

831.83

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购买钢球

不超过 500 万

181.81

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出售废旧物资

不超过 500 万

261.42

铜陵市绿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外供电、石膏

不超过 500 万

256.93

铜陵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销售产品

不超过 1000 万

514.77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氨水

不超过 500 万

583.58

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工业磷酸

约 1998 万

1012.61

安徽首运物流有限公司

承运磷矿石

约 1000 万

/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购买蒸汽

约 8050 万元

/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转供电

约 8300 万元

/

合计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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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港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张健
注册资本： 贰亿贰仟贰佰贰拾万壹仟肆佰元整
经营范围： 硫酸制造、销售，废渣（硫酸熔烧渣、煤渣）销售，机械设备加工（制
造），劳务输出。
成立日期：2001 年 4 月 13 日
2、铜陵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横港
法定代表人：汪泽流
注册资本： 贰亿肆仟零伍拾万玖仟陆佰陆拾圆整
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为旅客提供候船和上下船设施，为委托人提供货
物装卸、仓储、物流服务，港口拖轮、驳运服务，船舶港口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港
口接卸租赁、维修服务，沙石代销，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棉针织品、通用零部件零
售，机械设备（除交通运输设备）、电机修理，物流仓储，船舶垃圾接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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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1983 年 03 月 28 日
3、铜陵化工集团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沿江路
法定代表人：李定
注册资本： 捌佰陆拾叁万肆仟圆整
经营范围：塑料制品制造、印刷、包装装潢，塑料包装制品、塑料原材料销售,编织
袋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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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1999 年 03 月 18 日
4、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铜芜路
法定代表人：朱俊
注册资本：壹仟贰佰捌拾玖万伍仟圆整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物流咨询及综合物流服务，货物仓储、装卸、包装，国内水
运货运代理，船舶代理，土石方工程施工，机械加工，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汽配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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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危险货物运输（2 类【氧气、乙炔、液氨】；3 类【汽油、柴油、润滑油、香蕉水】；
8 类【硫酸、苯酐、电池液酸性】；液碱；液体二氧化碳；5 类（过硫酸铵、过硫酸钠）、
8 类（氨水、硫化钠）），二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货车），液氨（7 万吨/年）、液
碱（5 万吨/年）批发，客车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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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1999 年 12 月 21 日
5、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大桥经济开发区铜港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张健
注册资本： 贰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过硫酸铵 5000 吨/年、过硫酸钠 5000 吨/年、液体二氧化硫 3000 吨/ 年
生产，在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焦亚硫酸钠、亚硫酸钠、亚硫酸铵、
硫酸铵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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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1 年 06 月 13 日
6、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翠湖一路 2758 号
法定代表人：杨全
注册资本：三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除危险品）、矿产品、橡胶及塑料制品、金属材料（除贵金
属）、润滑油、柴油（闭杯闪点≤60°C）、电机、通用设备及零配件销售，煤炭批发，
办公用品、劳保用品、建材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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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1999 年 10 月 09 日
7、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大桥经济开发区横港物流园内
法定代表人：姚佐胜
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
经营范围：废旧物资、废旧金属、有色金属回收、拆解、加工、销售（不含报废汽
车、医疗废弃物、危险废弃物和废气电器电子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均除危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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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电器产品、仪器仪表、建材、矿产品、管材、通讯器材、消防器材、五金制
品、劳保用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电缆桥架及母线、炉料销售，金属制品制造、加
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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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0 年 04 月 26 日
8、铜陵市绿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滨江大道中段 1688 号
法定代表人：张之春
注册资本：肆仟壹佰叁拾玖万玖仟捌佰肆拾贰圆整
经营范围：改性磷石膏增强球、建筑石膏粉、硫酸渣、磷石膏及磷石膏建材产品综
合开发、生产及销售，建材、装饰材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品）、机械设备、劳动保护
用品销售，劳务服务，磷石膏处理技术咨询服务,工业石膏（脱硫石膏、钛石膏）销售，
场地租赁，代收水电费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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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1999 年 08 月 30 日
9、铜陵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翠湖一路 2758 号
法定代表人：黄建红
注册资本：叁百零捌万圆整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化工产品（除危化品）、金属材料（除贵金属）、矿产品、普通
机械、针织品、服装、百货、电器器材销售，硫磺 200000 吨/年、甲苯 10000 吨/年、
硫酸 100000 吨/年、乙醇（无水）50000 吨/年、2-甲基-1-丙醇 20000 吨/年、煤焦油 100000
吨/年、蒽油乳剂 50000 吨/年、蒽油乳膏 50000/年、乙酸（含量>80%）50000 吨/年、
氨溶液（含氨>10%）20000 吨/年、苯 200000 吨/年、1,2-二甲苯 200000 吨/年、1,4-二
甲苯 200000 吨/年、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 200000 吨/年、苯乙烯（稳定的）150000 吨/
年、萘 50000 吨/年、氟硅酸纳 10000 吨/年、硫化钠 30000 吨/年、正丁醇 20000 吨/年、
变性乙醇 50000 吨/年批发，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展“三来一补”业务。（依
法须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业务）
成立日期：1999 年 10 月 18 日
10、铜陵纳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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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大道 1288 号
注册资本：肆仟贰佰万圆整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磷酸铁及其他化工产品（除危险品）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经营范围中需经环境评估的，评估合格后方可经营）
11、安徽首运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滨江大道西侧
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运、长江中下游干线及支流省际普通货船运输，道路普通货
物货运代理、物流、仓储服务，停车服务，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农业生
产资料、建材、肥料销售，货物装卸服务（除危险品），提供劳务服务。（依法须批准
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业务）（二）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铜陵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铜陵化工集团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铜陵市绿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铜陵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安徽首运物流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三）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38181.58

-7189.87

19102.52

-3784.64

铜陵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58545.4

30338

16225

1191

铜陵化工集团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4472.27

350.52

6834.67

-10.6

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8819.33

1924.21

14530.45

124.92

11250.52

7463.15

8786.63

809.61

5825.78

1938.68

7125.1

244.36

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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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4986.91

604.92

6731.7

12.09

铜陵市绿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8409.44

219.58

4680.49

-412.60

铜陵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15830.51

364.31

46694.04

26.07

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793.49

5915.31

4701.73

-1100.74

3420.66

2049.96

11078.4

24.74

安徽首运物流有限公司

以上财务数据均为未审计。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支付等履约能力正常，未发生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在与关联方进行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时，均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规律，以市场同类交易标的价格为依据。根据交易内容，公司将与
关联方签署具体交易协议，详细约定交易价格、交易内容等事项。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9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暨预计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
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交易
的、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
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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