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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6       证券简称：美联新材        公告编号：2019-074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事项 

（1）2019 年 4 月 23 日，经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联新材”）与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新科技”）股东营

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海投资”）、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至同合伙”）及其实际控制人刘至寻充分协商，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 7650 万元人民币认缴营新科技新增的注册资本 7650 万元人民币并与盛海投资、

至同合伙、营新科技、刘至寻就前述增资事宜签署《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协议书》。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营新科技 51%的股权并成为其控股股

东。 

（2）2019 年 7 月 1 日，公司与盛海投资等拟共同投资设立辽宁美诺新材料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美诺新材”）并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本次投资

中，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0%；盛海投资以

自有资金现金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0%。 

2、关联关系说明 

盛海投资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营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营创三征”）持股 10%以上股东，至同合伙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营创三征间接持股

10%以上自然人股东刘至寻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公司经审慎考虑决定将盛海投资与至同合伙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上述交易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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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议情况 

2019年 9 月 1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董事会会议无关联董

事需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以上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西市区新建大街 80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至寻 

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1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800MA0P5MFH15 

经营范围：非证劵类股权投资；化工项目、环保项目、能源项目、建筑项目

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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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刘至寻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刘至寻持有该公司 99%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2018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11,958.89 万元；2018

年末总资产为 20,256.88 万元，净资产为 17,778.54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盛海投资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营创三征持股 10%以上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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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辽宁省营口市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 1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营口佳兴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2月 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800MA0XKA1T7X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研究、开发、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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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刘至寻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刘子程和刘至杰均持有 28.37%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2018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2.60 万元；2018 年末

总资产为 1,324.60 万元，净资产为 1,324.60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 至同合伙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营创三征间接持股 10%以上自然

人股东刘至寻控制的企业。 

（二）其他投资方介绍 

1．陈于元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48319861226****，住址：江

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琵琶墩村委金家湾。公司与陈于元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2．李厚东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40119710124****，住址：江

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金城花苑。公司与李厚东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3．张青平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40219700405****，住址：江

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博爱路。公司与张青平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4．王焓慷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48319941118 ****，住址：江

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塘口村委上塘口。公司与王焓慷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5．王意凡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48319900527****，住址：江

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曹家村委张家桥。公司与王意凡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6．邵锋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42119680207****，住址：江苏

省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新民路。公司与邵锋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7．王胜前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4072119710908****，住址：安

徽省铜陵市柏庄春暖花开。公司与王胜前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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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营口市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 1 号 

法定代表人：张佳兴 

成立日期：2017 年 2 月 28 日 

注册资本：7,350 万元人民币（增资前）；15,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800MA0TUPQ43H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化学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

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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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营新科技尚未开展实际经营，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末 2019 年一季度末 

资产总额 32,015,830.30 44,724,874.60 

负债总额 -1,050,879.29 10,641,088.23 

净资产 33,066,709.59 34,083,786.6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增资前营新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1 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 61.22 

2 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50.00 38.78 

合计 7,350.00 100.00 

营新科技本次增加注册资本 7650 万元，该等新增注册资本全部由美联新材

以 765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认缴。本次增资完成后，营新科技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15,000 万元人民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1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650.00 51.00 

2 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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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50.00 19.00 

合计 15,000.00 100.00 

2、辽宁美诺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芳烃基地园区内经三路 6-8 号 

法定代表人：张青平 

成立日期：2019 年 7 月 9 日 

注册资本： 1.5 亿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000MA0YRWEQ4J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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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股东均以自有资金进行出资，具体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陈于元 3,600.00  货币 24.00  

2 李厚东 3,000.00  货币 20.00  

3 张青平 1,800.00  货币 12.00  

4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货币 10.00  

5 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货币 10.00  

6 王焓慷 1,500.00  货币 10.00  

7 王意凡 1,000.00  货币 6.67  

8 邵锋 800.00  货币 5.33  

9 王胜前 300.00  货币 2.00  

合计 15,000.00 - 100.0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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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一：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二：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刘至寻 

乙方一、乙方二合称乙方。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合称各方。 

第一条 增资 

1.1 各方同意营新科技本次增加注册资本 7,650.00 万元人民币，该等新增注

册资本全部由甲方以 7,650.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认缴。 

1.2 本次增资完成后，营新科技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15,000.00 万元人民币。 

第二条 交割 

2.1 甲方按以下期限分两次将增资款 7650 万元（金额大写：柒仟陆佰伍拾万

元整）汇入营新科技指定的银行账户： 

①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甲方应缴纳增资款 4000 万元（金额大写：肆仟

万元整）。 

②在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甲方应缴纳增资款 3650 万元（金额大写：叁仟

陆佰伍拾万元整）。 

2.2 在甲方缴纳第一笔肆仟万元增资款并制定营新科技新的公司章程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营新科技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六条 公司的经营管理 

6.1 各方一致同意，在本次增资完成后，对营新科技的治理结构进行如下调

整： 

（1）营新科技的股东会是其权力机构，股东会一般决议事项经代表二分之

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可。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

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须

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可进行； 

（2）营新科技的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有权提名 3 名董事，

乙方有权合计提名 2 名董事，经营新科技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长在甲方提名董

事中产生； 

（3）营新科技的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甲方有权提名一名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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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有权提名一名监事；另外一名职工代表监事由营新科技全体职工通过职工代

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由甲方提名监事担任； 

（4）营新科技设总经理一名，经董事长提名，由董事会聘任产生；设副总

经理一名，经总经理提名后，由董事会聘任产生； 

（5）营新科技的财务总监由甲方推荐，经营新科技董事会聘任产生。营新

科技的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由甲方指定。 

营新科技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均为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

连任。高级管理人员指营新科技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其他总监。 

第七条 利润分配 

7.1 各方同意，本次增资完成后，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及证券监管要求的

前提下，原则上营新科技在 2019 年至 2021 年三年期间的累计分红不低于 0.3 元/

元注册资本，具体由营新科技股东会根据公司盈利情况、投资计划、资金需求等

因素决定。 

7.2 各方同意，营新科技利润分配的形式为现金。 

第八条 特别事项约定 

8.1 在甲方完成对营新科技增资的前提下，且营新科技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税后净利润达到 3,000 万元人民币时，甲方承诺按 12

倍市盈率收购营新科技其他股东持有营新科技 39%的股权，并不得要求被收购方

承担业绩对赌责任，但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另有要求的除外，

具体权利义务由甲方与相关方届时另行签署书面协议约定。 

上述“税后净利润”以营新科技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的税后净利润与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孰低为计算依据；若营新科技存在子公司的，则以营

新科技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孰低为计算依据。 

（二）《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目标公司的设立及出资情况 

为寻求合作发展，经合作各方充分协商，决定共同出资设立辽宁美诺新材料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以下称“目标公司”）以运营甲苯氯化项目（以下称

“本项目”）。目标公司设定的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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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各方及出资比例如下： 

编

号 

投资方 

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

方式 

出资比例

（%） 
出资时间 

1 陈于元 3600 货币 24 首次出资

750 万元，全

体出资人按

各自出资比

例于2019年

7 月 19 日前

出资到位；

余下 14,250

万元，全体

出资人将根

据公司实际

资金需求再

约定到位时

间。 

2 李厚东 3000 货币 20 

3 张青平 1800 货币 12 

4 
广东美联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1500 货币 10 

5 
营口盛海投资 

有限公司 
1500 货币 10 

6 王焓慷 1500 货币 10 

7 王意凡 1000 货币 6.67 

8 邵锋 800 货币 5.33 

9 王胜前 300 货币 2 

合计 15000 - 100 

2、项目概况 

本项目初步确定选址在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各方应共同配合协同，争取最

优政府招商条件。 

本项目以甲苯为起始原料，充分利用股东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属

子公司营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氯碱，作为产业延伸和拓展。项目

所采用的工艺依托 Nouryon（原 AkzoNobel）技术及成套生产线，产品工艺先进、

成熟，安全性高，工艺技术完成采用自动化控制，能够有效降低人为操作影响和

安全风险。本项目遵循循环经济和产业链理念，充分利用产品上下游关系并对产

生副产盐酸进行平衡利用，使项目利润最大化。 

3、目标公司的公司治理安排 

目标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目标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

会由 三名监事组成，董监事人选由股东推荐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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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聘任或解

聘的决议需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要从事高分子复合着色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为客户

提供塑料着色一体化解决方案。三聚氯氰行业是高分子复合着色材料行业的上游

行业，两个行业处于同一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具有一定的产业协同性。本次增资

营新科技是公司向上游延伸产业链并完成精细化工行业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步骤，

将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公司本次参与投资设立美诺新材是为了借助合作方的先进技术、丰富经验和

资源渠道完成在甲苯氯化行业的产业链布局，将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上述对外投资可能存在投资项目因市场、技术、环保、财务等因素引致的风

险，项目管理和组织实施的风险等。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除上述关联交易外，公司与上述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

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认真审核后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增资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和参与投资设立辽宁美诺新材料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为了完成在细分化工行业的产业链布局，有利于拓宽公司业

务，增加公司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的长远战略发展计划。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董事会在审议以上关联交易事项时，无关联董事需对相关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上述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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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北证券认为美联新材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美联新材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

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美联新材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保荐机构对于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东北证券关于美联新材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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