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公告编号：2020—021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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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0年3月31日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闫奎兴、党锡江、刘一男、张天军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该关联交易，参与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并发表

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公司预计的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

为，符合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按照

公平合理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未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此次日常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我们一致同意此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2.2020年3月31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

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并且是依照市场交易的公允原则进行，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对公司独

立性没有影响。 

3.上述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9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不含税) 

实际发生金额

(不含税) 

销售产品-炭素制品等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3,921.36 

销售产品-炭素制品等 

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如萍乡萍钢安源钢铁

有限公司、萍乡萍钢钢铁有限公

司、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等 

6,080.00 3,986.08 

销售产品-炭素制品等 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 0 

采购石油焦等原料 

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包

含其子公司绥芬河方大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等） 

9,800.00 6,072.15 

采购煤沥青 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 6,000.00 190.69 

采购针状焦等原料 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 107,700.00 49,324.23 

采购针状焦等原料 
方大喜科墨（江苏）针状焦科技

有限公司 
104,000.00 45,272.90 

销售炉头、炉尾导电电

极等产品 

宝方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802.81 

注：上述2019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三）2020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不含税)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不含税)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销售产品-炭素制品等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5,200.00 3,921.36 

根据购货方

生产经营需

求预计增加

销售量。 

销售产品-炭素制品等 

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如萍乡萍钢

安源钢铁有限公司、萍乡萍

钢钢铁有限公司、九江萍钢

钢铁有限公司等 

3,500.00 3,986.08 
 

销售产品-炭素制品等 
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00 0 

拓展销售渠

道，预计增加

交易。  



 

销售炉头、炉尾导电电

极等产品 

宝方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500.00 802.81 

 

采购石油焦等原料 

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

司（包含其子公司绥芬河方

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 

9,000.00 6,072.15 
 

采购煤沥青 
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

司 
3,000.00 190.69 

 

采购针状焦等原料 
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

司 
40,000.00 49,324.23 

生产经营需

求预计减少。 

采购针状焦等原料 
方大喜科墨（江苏）针状焦

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45,272.90 

生产经营需

求预计减少。 

接收劳务服务 
宝方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0 

 

注：上述2019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是公司控股股东辽宁

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方大集团

通过全资子公司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汽车板簧有限

公司持有方大特钢643,433,571股，占方大特钢总股本的44.44%。 

注册地址：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道3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4,777.0416 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9月16日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产品的制造、销售；汽车板簧、弹

簧扁钢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铁精粉生产、销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方大特钢总资产1,294,982.1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654,355.49万元；营业收入1,538,899.9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71,119.06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二）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方大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均为江西萍钢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萍钢”）股东。其中：方大集团持股9.52%，江西

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1.90%。主要全资子公司：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

公司、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等。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890号 

注册资本：肆拾肆亿柒仟肆佰壹拾贰万零肆佰贰拾壹元整 

成立日期：1999年11月29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主要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金属制品的生产、销售（以

上生产项限分支经营）；焦炉煤气、煤焦油、粗苯、硫酸铵、氧气、氮气、氩气

生产、销售（以上生产、销售项目限分支经营）；矿产品的购销；对外贸易经营

(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自有房屋租赁(以上项目依法需经

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等。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江西萍钢总资产 3,380,542.13万元；净资产

2,301,113.19万元；营业收入5,072,886.35万元，净利润411,743.46万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方大”）为公司控股股东方大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五区9号楼 

注册资本：6,800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4月6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非金属制

品、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焦炭、矿粉（除金银）、

石灰石、冶金材料、钢材、机械电气设备、汽车配件、五金交电、橡胶制品、

仪器仪表、办公用品、木材、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销售、储运活

动）；技术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北京方大总资产28,539.24万元；净资产4,904.13万

元；实现营业收入126,875.46万元，实现净利润1,419.3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 

（四）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 

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国贸”）为公司控股股东方大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渤海大街西93号408房间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6年5月18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制品、 仪器仪表、办公用品、 化

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易制毒产品)、焦炭、 矿粉(除金银)、石灰石、冶金材料、

耐火材料、建材、钢材、水暖器材、建筑用金属制品、轴承、劳保用品、电线

电缆、膨润土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需前置许可的项目除外）；煤炭零售；技术

咨询服务、技术培训。自营和代理种类商品和及技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废旧金属（除危险品）。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方大国贸（合并）总资产17,3117.15万元；净资产

26,061.7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50,7443.27万元；净利润8,523.30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五）方大喜科墨（江苏）针状焦科技有限公司 

方大喜科墨（江苏）针状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喜科墨”）为株

式会社煤炭化学与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中外合资企业，株式会社煤炭化学持有

其49%的股份、公司持有其51%的股份。 

注册地点：邳州市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平果西路 

注册资本：15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6月17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针状焦、煤焦沥青、炭黑油、煤气的研发与生产；热力生产和

供应；销售自产产品以及上述产品的批发和进出口；与生产相关的咨询及服务

的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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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方大喜科墨总资产55,259.45万元；净资产49,685.3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70,205.34万元，净利润1,391.79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六）宝方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宝方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方炭材”）为公司与宝武炭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原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企业，公司持有其49%

的股份、宝武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份。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平安镇夹滩村 

注册资本：壹拾叁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8年8月22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石墨、炭素新材料及副产品的研制、科技研发、技术推广、

生产加工、承揽加工、批发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制品种除外）；土地、房屋、厂房、设备的租赁；钢材、建材、

有色金属、化工产品（需经政府特殊审批的项目除外）及耐火材料销售；经营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宝方炭材总资产77,171万元，净资产61,347万元，

净利润1,26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上述方大特钢和江西萍钢及其子公司、方大国贸等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

状况和财务状况较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的炭素制品可作为方大特钢和江西萍钢及其子公司如:

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的原辅料，基于

购销各方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预计2020年向方大特钢和江西萍钢及其子公

司销售炭素制品等约为8,700万元，并采用公允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根据各方

签订的购销合同执行。 

2.为拓宽销售渠道，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预计向北京方大销售炭素制品等，

关联交易金额约为10,000万元。 

3.根据购销各方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本次向宝方炭材销售炉头、炉尾导电

电极等产品，交易金额约为4,500万元。 

4.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预计向方大国贸（包含其子公司绥芬河方大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等）采购石油焦等原料，关联交易金额约为9,000万元。 

5.为拓宽公司采购渠道，保障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料持续稳定供应，公司及

子公司2020年预计向方大国贸采购煤沥青，关联交易金额约为3,000万元。 

6.保障生产所需的原料持续稳定供应，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预计分别向北

京方大和方大喜科墨采购针状焦等原料，预计与北京方大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约

为40,000万元，预计与方大喜科墨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约为30,000万元。 

7.公司2020年度预计接收宝方炭材提供劳务服务费5,000万元。 

（二）定价政策  

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

公允的原则下进行，以市场价格作为交易的定价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则，并以合同的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正常生产经营购销需

要，均为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经常性、持续性关联交易，是公司及

子公司与各关联方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

价格和条件进行的，能够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专业资源和优势，有助于公司



 

业务发展，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公司及子公司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

人产生依赖性，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及中小股东利

益带来影响和损害。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4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