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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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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鉴于市场不断变化，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生产经营将根据市场变化情况进行适时调整，因此，在年

初对全年关联交易总额进行的预测不排除增减变化的可能。 

    2、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下的

零星交易事项未纳入预计，如有发生，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予以

披露。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2月 2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在

关联董事罗云先生、韩诚先生、邓敏先生、何波先生回避表决情

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2019年度关联交易确认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 2019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 114,559.00 万元，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58,408.36

万元，占预计金额的 54.24%。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公告金额 

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列（%）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接

受劳务 

四川金派源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 
煤炭 2,000.00 174.48 0.25 

四川金开泰商业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服务 350.00 243.28 3.26 

四川普天时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煤炭 - 572.58 1.22 

其他零星交易 - - 375.35 - 

小计 - 2,350.00 1,365.69 -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提

供劳务 

宜宾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服务 500.00 46.65 0.05 

宜宾光原锂电材料有限公司 液碱 1,500.00 891.34 0.98 

宜宾市清源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 
- 500.00 - - 

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 - 4,425.00 - - 

宜宾丝丽雅股份有限公司 - 300.00 - -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产

品 
2,590.00 893.92 0.68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电 1,000.00 900.53 14.94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

司 

化工产

品 
39,094.00 28,153.05 31.04 

四川普天时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化工产

品 
1,500.00 2,308.42 9.34 

四川金派源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 

高分子

新材料

产品 

800.00 0.70 0.00 

小计 
 

52,209.00 33,242.67 
 



向关联

人申请

敞口授

信 

宜宾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 60,000.00 23,800.00 3.25 

小计 
 

60,000.00 23,800.00 
 

合计 
 

114,559.00 58,408.36 
 

公司于 2019 年向关联方广东天原施莱特新材料有限公司预

付货款 1400 万元。 

公司关联交易均为生产经营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业务，是公司

生产活动所必须发生的，其交易价格均是按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三、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对 2020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

易进行了预计。具体预计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关联交易内容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接受劳

务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 
25,000.00 服务、化工产品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780.00 电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20,000.00 快消品、电子产品 

广东天原施莱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4,000.00 新材料产品 

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1,065.00 化工产品 

小计 50,845.00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提供劳

务 

宜宾光原锂电材料有限公司 4,860.00 化工产品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 
176,500.00 化工产品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080.00 电 

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36,000.00 化工产品 

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20,000.00 快消品、电子产品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80,000.00 快消品、电子产品 



小计 318,440.00   

向关联人申请

敞口授信 

宜宾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授信 

小计 60,000.00   

合计 429,285.00   

（二）2020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各关联方发生交易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接受劳务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9.82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88.7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0.00 

广东天原施莱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0.00 

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17.79 

小计 236.39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 

宜宾光原锂电材料有限公司 296.44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75.82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0.00 

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1,676.23 

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0.0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1,836.00 

小计 3,884.49 

向关联人申请敞

口授信 

宜宾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 

小计 0.00 

合计 4,120.88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五粮液集团”）：



法定代表人，李曙光；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注册地，宜宾市

岷江西路 150 号；主营业务，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

管理服务。 

五粮液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中第（二）

款的规定，五粮液集团及下属子公司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2、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九河电力”）：法定

代表人，周燕宾；注册资本，2,766.29 万元；注册地，宜宾市衣

服街 80 号；主营业务，电力生产、开发、销售，中小型电站及

输电线路的设计等。 

九河电力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控制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中第（二）

款的规定，九河电力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3、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圳怡亚通”）：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注册资本 212,269.7819 万元；注册地，广

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主营业务：国内商业 (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

理咨询;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等。 

深圳怡亚通持有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天原怡亚通供应

链有限公司 41%的股权，虽不构成《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

方，但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从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公司认定

其为关联方。 



4、广东天原施莱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施莱特新材料”）：

法定代表人，邱延碧；注册资本 12100 万元；注册地，广东省韶

关市武江区西联镇甘棠大道南偏石路 3 号；主营业务，树脂、涂

料、胶黏剂、聚氨酯树脂(2828)、甲醇(1022)的研发、生产、加

工和销售。 

公司持有施莱特新材料 21.07%的股权，虽不构成《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关联方，但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从实质重于形

式的角度，公司认定其为关联方。 

5、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丝丽雅”）：法定代表

人，邓传东；注册资本 54104.78 万元；注册地，四川省宜宾市

南岸经济技术开发区航天路；主营业务，投资咨询及其他综合服

务；粘胶纤维产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棉浆粕的生产、销售。 

丝丽雅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控制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中第（二）款

的规定，丝丽雅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6、宜宾光原锂电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宜宾光原”）：法定

代表人，王政强；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注册地，四川省宜宾

市江安县阳春工业园区琦丰路；主营业务，锂离子电池材料及原

材料、新型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及其他化工原料(不含危化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宜宾光原法定代表人王政强先生为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中第（二）款的规定，宜宾光原



公司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7、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简称“前海怡亚通”）：

法定代表人，陈伟民；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注册地，广东省深

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主营业务，贸

易结算业务和交易业务;贸易经纪、供应链管理服务。 

前海怡亚通是深圳怡亚通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出于谨慎性考

虑，从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公司认定其为关联方。 

8、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宜宾市商业银行”）：

法定代表人，胡岷；注册资本，132098.5533 万元；注册地，宜

宾市女学街 1 号；主营业务：吸收公共存款，发放贷款等银行业

务。 

宜宾市商业银行董事韩诚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宜宾市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6

条中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宜宾市商业银行与本公司形成关联

关系。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原料、销售产品或提供、接受

劳务的交易，完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有偿、自愿的商业原

则，随行就市，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条件平等，不偏离市场独立

第三方同类产品或劳务的价格或公司向第三方出售同类产品或

劳务的价格。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

产经营的正常需要，交易均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

是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2、交易定价公允，收付款条件合理，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 

3、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会持续，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上述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 2019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和

2020 年预计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出具独

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日常

生产经营过程中销售产品、提供劳务等正常业务而形成的，是由

于同属于国资公司控股、参股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而

形成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审议程序进行了确认或批准，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和签订的交易合同是

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遵循了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

市场原则，交易价格或定价方法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利益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独



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同意公司关于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