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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2019-014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方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方交易概述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上年同类交易实际

发生金额 

回避表决关联

董事 

董事会审议表

决结果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张家港市江南锅炉压

力容器有限公司 
1,000万元以内 364.25 胡波 

8票赞成，0票

反对，0票弃权 

向关联人采购劳务 
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3,000万元以内 103.59 胡波 

8票赞成，0票

反对，0票弃权 

向关联人采购设备、

配件 

张家港市江南锅炉压

力容器有限公司 
4,000万元以内 1,693.15 胡波 

8票赞成，0票

反对，0票弃权 

    上述交易事项，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构成关联方交易。上述

交易事项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张家港市江南锅炉压力容

器有限公司 
设备、配件 市场定价 4,000万元以内 0 1,693.15 

小计    0 1,693.15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张家港市江南锅炉压力容

器有限公司 
水、电 市场定价 1,000万元以内 83.62 364.25 

小计    83.62 364.25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零星工程施工 

市场定价或协

议 
3,000万元以内 470.55 103.59 

小计    470.55 103.5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张家港市江南锅炉压力

容器有限公司 
设备、配件 1,693.15 

4,000万元

以内 
0.36% 57.67% 

2018年 04

月 24日，巨

潮资讯网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

联方交易预

计的公告》

（2018-011

号） 

小计  1,693.15 
4,000万元

以内 
0.36% 57.67%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张家港市江南锅炉压力

容器有限公司 
水、电 364.25 

1,000万元

以内 
0.06% 63.58% 

小计  364.25 
1,000万元

以内 
0.06% 63.58%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零星工程施工 103.59 

3,000万元

以内 
0.02% 96.55% 

小计  103.59 
3,000万元

以内 
0.02% 96.55%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对采购事项公司采用招标或询

价，按制度规定确定供应商；二是对销售事项对方需求变化。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简介 

1、张家港市江南锅炉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社会代码：91320592714077229E； 

注册地址：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港丰公路 139 号； 

注册时间：1998年 10月 5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谭旋；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锅炉压力容器（按制造许可证经营）制造、加工，压力容

器设计（按制造许可证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机械设备、压力容器检测、探伤，

化工工艺分析，化工设备、管道安装（凭资质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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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61,847.37万元，净资产 13,029.67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7,240.68万元，实现净利润 729.32万元。 

张家港市江南锅炉压力容器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

参股联营企业；其参股额 1,432.5 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28.65%。该关联人符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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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构成公司关联法人。 

2、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社会代码：91320582714124363C； 

住所：杨舍镇城北路 28号； 

成立日期：1999年 4月 28日；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路江；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设备安装、室内装饰，建筑材料、装饰装潢材料、水暖管道

零件购销。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921.79 万元，净资产 2,667.63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86.28 万元，投资收益 125 万元，净利润 182.14 万元。上述数据未

经审计。 

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合营

企业；其认缴出资额 100万元，占注册资本 50%。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构成公司关联法人。 

3、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 5%以上股东）： 

统一信用社会代码：91320582251503630H； 

住所：张家港市杨舍镇城北路 28号； 

成立日期：1993年 3月 30日； 

注册资本：9,44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胡波；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无机化学品、化学肥料、化学农药、有机化学品、生物制品、化工机械、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加工。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购销。本企业

自制产品的出口业务及所属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设备、仪器、零配件等进

口商品业务。授权范围内的资产经营。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21,592.16万元，净资产 19,941.28万元；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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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4.03 万元，投资收益 2,752.75 万元，实现净利润 862.45 万元。上

述数据未经审计（母公司数据）。 

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二大股东，公司总经理胡波先生为该公司董事

长。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构成公司关联法人。 

（二）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财务及经营状况良好，张家港市江南锅炉压力容器有限公司、张家港市华昌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多年合作单位，具备付款及交货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和坏帐

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与张家港市江南锅炉压力容器有限公司。销售：水、电等。交易定价：按市场价

（参照供电、供水单位价格执行）。结算与付款：按月结算，现汇或承兑付款。 

采购：化工设备及备件、配件。交易定价：按市场价（在交易发生前，通过比价询

价确定价格或进行招投标程序，并签订采购协议，履行内部审批流程）。结算与付款：

按月结算，现汇或承兑付款。 

2、与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交易内容：主要承担公司零星工程施工及安

装，单个工程量及金额均较小。交易定价：按市场价（交易发生前，按单个工程签订合

同，履行内部审批流程；在工作量预算的基础上，参照国家标准定额结算工程款）。结

算与付款：按合同确定的工程进度结算，现汇或承兑付款。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日常关联方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必要和持续发生的，鉴于关联方张

家港市江南锅炉压力容器有限公司、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距离本公司最近，

同时上述关联方历史上与本公司合作期限长，对公司有关化工生产系统、设备了解最深，

故本公司选择其作为公司的交易方而非其他非关联方。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节约公司成

本和设备维护费用，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交易的定价方法符合市场化和公平公

正的原则，结算与付款方式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公司上述交易事项不完全依赖于该关联方，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5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上述 2019 年度日常关联方交易预计，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

的规定及实际情况，履行程序适当；交易的定价方法符合市场化和公平公正的原则，结

算与付款方式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方

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