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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披露了《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9-11

号)，对公司 2019 年全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披露。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收购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24 号)，随着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收购江苏安邦电化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电化”)100%股权交割的结束，安邦电化已被纳入公司的财

务报表合并范围。 

公司预计，安邦电化 2019 年拟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

化工”)控股的子公司销售产品/商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3,138 万元；拟向中国化工

控股的子公司采购产品/商品、接受其提供的劳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4,222 万元。 

上述预计金额是基于现有数据，可能因公司，尤其是安邦电化的业务及/或市场环境

变化以及公司与先正达公司之间的进一步的合作而发生变动。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5 名

董事成员中，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杨兴强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中国化工农化有限

公司及荆州沙隆达控股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安邦电化在 2018 年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的全资子公司，其与中国化工下属子

公司之间在 2018 年度发生的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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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发生金额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江苏淮河化

工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 23,138 0 

 小计 -- -- 23,138 0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产品、商

品 

江苏淮河化

工有限公司 
购买产品 市场价 20,099 0 

中蓝国际化

工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    11,983 0 

蓝星（北京）

化工机械有

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   1,428 0 

小计 - -  33,510 0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中蓝连海设

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设计服务 市场价 712 0 

小计 - - 712 0 



 1. 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洪波，注册地址: 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注册资本 2,470 万元，主

营：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数

据：营业收入 81,801 万元，净利润 760 万元，总资产 53,286 万元，净资产 12,663

万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所控制的法人，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本公司的了解，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经营及财务状

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该公司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2. 中蓝国际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洪斌，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2 号十二层

1202-1207 室，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主营：批发化工产品、技术进出口、技术

及信息咨询服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营业收入 399,568

万元，净利润 1,221 万元，总资产 72,989 万元，净资产-1,753 万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所控制的法人，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本公司的了解，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

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该公司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3.  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建忠，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街 5 号，注册

资本 20,000 万元，主营：生产化工机械设备；生产第三类压力容器；化工机械

设备的设计、维修、安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专业承包；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等。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47,021 万元，净利润 3,129 万元，总资产 119,624 万元，净资产 72,154



万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所控制的法人，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本公司的了解，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

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该公司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4.  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刘志奎；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华夏西路 5656 号 4 层；中蓝连海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2,800 万元，其主营业务为：工程项目咨询与评估、勘

察、设计、项目管理、工程施工（不含爆破工程）、工程总承包、技术服务等；

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营业收

入 37,358 万元，净利润 1,582 万元，总资产 95,727 万元，净资产 63,097 万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所控制的法人，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本公司的了解，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

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该公司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交易的主要内容 

(1) 安邦电化与关联人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

公允等市场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2) 如果有国家定价，则适用国家定价；如果国家定价不适用或不再适用，则适用

市场价；如果市场价不适用或不再适用，则双方根据相关资料来确定其认为准

确和公允之定价标准。  

2.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安邦电化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以及惯常经营方式与上述关联人签订具体合同。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因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引起，是安邦电化日常生产经营

所必需。该等关联交易会本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不会对公司及非关联人股东产

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是公司基于收购安邦电化股权后产生的关联交易情况而进行的合理预测，属于正常的

商业行为。该等关联交易会遵循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本着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进行，

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

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   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关联交

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

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及荆州沙隆达控股有限公司将

回避表决。上述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独立财务顾问

对安道麦预计 2019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19 年度新增日常关



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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