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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宏信证券”）作为宜宾天

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原集团”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和保荐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天原集团及其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2019 年度预计与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

任公司、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宜宾市清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宜宾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宜宾光原锂电

材料有限公司、宜宾丝丽雅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发生

采购、销售以及银行授信业务，公司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

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主要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在下述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授权经营管理层进行具体交易决策，包括但不限

于：确定具体价格，签订合同或协议等。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39,094.00 8,896.78 

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 4,425.00 0.00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590.00 207.11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257.53 

宜宾市清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0.00 

宜宾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500.00 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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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光原锂电材料有限公司 1,500.00 91.84 

宜宾丝丽雅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0.00 

小计 49,909.00 9,465.94 

向关联人申请敞

口授信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0.00 

小计 60,000.00 0.00 

合计 109,909.00 9,465.94 

2019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

的独立意见。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5007400336685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邓传东 

注册资本 98,20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07 月 24 日 

住所 宜宾市南广盐坪坝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粘胶长丝等粘胶纤维产品；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销售各类商品；转口贸易；生产销售绣花

线。 

 

2、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50020885104X8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邓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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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54,104.78 万元 

成立日期 1987 年 7 月 1 日 

住所 宜宾市南岸经济技术开发区航天路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及其他综合服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

动)；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原辅材料、仪器设备、机械设备、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汽车一级、二级维护，汽

车小修（仅限公司车队修理厂经营）；粘胶纤维装备、产品、工艺的研

发、制造及销售；棉浆粕的生产、销售；对外派遣工程、生产及服务行

业所需的劳务人员（不含海员） 

 

3、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5002088509874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易从 

注册资本 10,5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6 年 8 月 22 日 

住所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南溪区裴石轻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 

机制纸、纸品加工、造纸原料、林木种植、建筑材料、机电产品、汽车

润滑油、造纸机械制造、造纸经济技术开发、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汽

车配件；货物运输；汽车修理（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轻工

机械设备制造、安装、检修；低压容器、小水电设备安装；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

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 

 

4、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208851306P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周燕宾 

注册资本 2,766.29 万元 

成立日期 1994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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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宜宾市衣服街 80 号 

经营范围 

电力生产、开发、销售，中小型电站及输电线路的设计、施工、安装、

调试，发供用电设备的供应、维修，电力技术的咨询、培训及开发，水

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机电工程，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输变电工

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消防技术服务；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环保工程；特种工程；施工劳务

作业；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建筑工程；通信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冶

金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钢结构工程；公路交通工程；铁路电务工

程；铁路电气化工程；民航空管工程及机场弱电系统工程；土石方工程

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模板脚手架工程；水污染治理 

 

5、宜宾市清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宜宾市清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500208900323B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梁红 

注册资本 2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5 年 02 月 24 日 

住所 宜宾市翠屏区南岸路源街 1 号 

经营范围 

城市自来水生产经营、城市污水处理、水厂及管网的设计、建设、维护

和管理；销售：供排水管材、管件、水表及相关产品、二次供水的相关

服务；水表检定、校准、检测；供水排水水质检测及净水材料、消毒材

料的检测和涉水项目检测。 

 

6、宜宾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宜宾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500MA63RE9F6B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郑 

注册资本 6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7 月 24 日 

住所 四川省宜宾市兴港路东段 2 号 

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材料及其他高效电池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和

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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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宜宾光原锂电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宜宾光原锂电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523MA63R6YG1L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政强 

注册资本 6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7 月 24 日 

住所 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阳春工业园区海丰大道 1 号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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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业务和所需的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8、宜宾丝丽雅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宜宾丝丽雅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500711897897G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李蓉玲 

注册资本 7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5 月 25 日 

住所 宜宾市南岸经济技术开发区航天路 

经营范围 
粘胶长丝、短纤和棉浆粕及其附产品，纺织品的生产、销售；从事自营

进出口业务（在证书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经营）。 

 

9、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500797856366D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胡岷 

注册资本 132,000.0019 万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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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宜宾市女学街 1 号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和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

服务及担保，代理收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2 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3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4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5 宜宾市清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6 宜宾丝丽雅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7 宜宾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高管担任董事的企业 

8 宜宾光原锂电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高管担任董事的企业 

9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宾市商业银行原董事张辉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宜宾

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原董事长，因被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现国资公司已向宜宾市商业银行推荐现

董事长担任董事，宜宾市商业银行暂未履行相关的决

策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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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在日常交易中能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具

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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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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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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在实际发生时均以书面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

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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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法律程序 

2019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表决程序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损

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以市场

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

营，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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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宏信证券对天原集团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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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 哲            袁 军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