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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度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与关联方发

生日常关联交易 4,054.98万元，较预计的减少 5,045.02万元 

 预计 2020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 5,900.00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一、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预计 2019 年公

司与控股股东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集团”）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 9,100.00 万元。 

2019年度公司实际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4,054.98万元，较预计的减

少 5,045.02 万元。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见下表：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9年预

计总金额 

（万元） 

2019年实

际发生额

（万元） 

有研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接受劳务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400  474.82  

接受劳务 综合服务费 市场价格 200 457.62  

接受劳务 设备租赁费 市场价格 400  5.95  



（企业） 水电汽等其他公用事业

费用(购买) 
水电费、取暖费 市场价格 1,500  

1,057.26  

购买商品 购买材料等 市场价格  2,000  457.51  

销售商品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4,000  1,451.50  

 测试费  500 69.82  

借款 资金使用费 约定利率 100  80.50  

合计 / 9,100.00 4054.98 

二、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有研科技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为 5,9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0年预

计总金额 

（万元） 

有研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企业） 

接受劳务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400  

接受劳务 综合服务费 市场价格 200 

接受劳务 设备租赁费 市场价格 200    

水电汽等其他公用事业费用(购买) 水电费、取暖费 市场价格 1,200  

购买商品 购买材料等 市场价格 1,500 

销售商品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2,000 

接受劳务 测试费等 市场价格 300  

借款 资金使用费 约定利率 100 

合计 5,900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方关系 

1、基本情况 

（1）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晓晨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外大街 2号 

注册资本：30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3月 20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金属、稀有、稀土、贵金属材料及合金产品、五

金、交电、化工和精细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池及储能材料、

电讯器材、机械电子产品、环保设备、自动化设备的生产、研制、销售；信息网

络工程的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承接金属及制品分析测试；自

有房屋和设备的租赁；进出口业务；广告发布。  

有研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北京兴友经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德山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号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5月 8日 

许可经营范围：销售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

产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建筑材料、金属

材料；维修仪器仪表；电脑动画设计；打字、复印；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

务；租赁机器设备。 

北京兴友经贸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有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的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礼敏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路 3号 1幢 

注册资本：7366.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3月 4日 

经营范围：生产有色金属材料、粉末、粉末冶金材料、丝材；销售有色金属

材料、粉末、粉末冶金材料、丝材及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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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有研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与公

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北京康普锡威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强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乐园大街 6号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01月 20日 

经营范围：生产微电子专用焊接材料；科技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出租厂房。 

北京康普锡威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有研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有研粉



末（北京）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春雷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兴科东大街 11号 

注册资本：4,68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7月 25日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及金属制品产品认证服务（认证机构批准证书有效期至

2019 年 5 月 25 日）；产品质量检验；销售金属制品、分析仪器、化学制剂、机

械设备；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分析检测技术培训。 

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有研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与

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6）有研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上官永恒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3月 7日 

经营范围：金属、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用、分析测试、装备制造技术开

发，相关产品的研制、生产与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有房屋

和设备租赁，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有研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有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

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7）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 

法定代表人：何德山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3号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外科等。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是公司控股

股东有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兴友经贸公司下属事业单位，与公司的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8）有研博翰（北京）出版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旗钢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号 23 号楼 1层 106号和 107 号 

注册资本：125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0月 16日 

经营范围：《稀有金属》（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 日）；《稀

有金属》（英文版）（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分析试验

室》（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分析检测（英文）》（期刊

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

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企业管理；企业策划；文艺创作；技术咨询；经济贸

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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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博翰（北京）出版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有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

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9）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米绪军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兴科东大街 11号 

注册资本：25836.57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1月 11日 

经营范围：工程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

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发

射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出租商业用房、办公用房；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分析测试；金属材料、半

导体材料、超导材料、纳米材料、3D 打印材料和增材制造设备的产品研发（含

样机制造、检测）及销售；生产有色金属材料。 

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有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公

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方均依法存续经营，以前年度从未发生过向我公司支付款形成

坏账，根据合理判断未来也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3、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协议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参照市场价

格进行定价。 

4、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交易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遵

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双方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结算，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