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 “保荐机构”)作为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彩化学”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七彩化学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七彩化学根据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预计 2021 年与关联方广东美联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联新材”）发生不超过 500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

与鞍山惠丰瑞焓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焓热力”）发生不超过 2,500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与营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创

三征”）发生不超过 500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与东营北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营北港”）发生不超过 130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与鞍山辉虹颜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虹颜料”）发生不超过 750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

与贵州微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微化”）发生不超过 750 万元的日常

关联交易（具体交易合同由交易双方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2020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段文勇先生、徐惠祥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

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1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1 年

预计发

生金额 

2020 年 1

月至 11 月

发生金额 

美联新材 销售产品、商品 销售颜料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500 282.59 

瑞焓热力 
购买原材料、燃料、动

力 
购买蒸汽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2,500 2,061.03 

营创三征 
购买原材料、燃料、动

力 
液碱、盐酸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500 143.29 

东营北港 提供或者接受劳务 污水处理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130 87.53 

辉虹颜料 
销售产品、商品；购买

原材料、燃料、动力 
中间体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750 98.67 

贵州微化 

提供或者接受劳务；其

他通过约定可能造成资

源或者义务转移的事项 

委托技术开

发/购买设

备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750 507.73 

注：以上为不含税金额。 

（三）2020 年 1 月至 11 月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0 年 1-11 月，公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

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

易内容 

2020

年预计

金额 

2020 年 1

月至 11月

发生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美联

新材 

销售产品、商

品 

销售染

颜料 
640 282.59 0.71 -55.85 

2020 年 2

月 26 日、

2020 年 6

月 23 日披

露在（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

o.com.cn） 

瑞焓

热力 

购买原材料、

燃料、动力 

购买蒸

汽 
3,000 2,061.03 100 -31.3 

营创

三征 

购买原材料、

燃料、动力 

液碱、

盐酸 
500 143.29 46 -71.34 

东营

北港 

提供或者接受

劳务 

污水处

理 
130 87.53 18.71 -32.67 

辉虹

颜料 

销售产品、商

品；购买原材

料、燃料、动

力 

中间体 500 98.67 5.62 -80.27 

贵州

微化 

提供或者接受

劳务；其他通

过约定可能造

委托技

术开发

/购买

650 507.73 17.28 -21.89 



成资源或者义

务转移的事项 

设备 

上海

沃岱 

销售产品、商

品 

销售颜

料 
1,300 336.38 10.40 -74.12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公司在日常运营过程中，根据市场实际需求与变化情况适时调整

采购及销售的策略、渠道等，同时鉴于日常性交易发生具有持续

性，主要以实际发生额进行结算，因此预计数据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

偿的原则，在公平、互利基础上，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进行，

关联交易的各方严格按照相关协议执行。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

异，主要系公司根据市场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等原因所致，具

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

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独立性。 

注：以上实际发生金额（不含税）未经会计师审计，最终数字以会计师审计确认为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美联新材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伟汕 

注册资本：45,600 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色母粒、塑胶聚合物、塑料改性、塑料合金、塑料、

助剂、颜料、钛白粉混拼(危险化学品除外)（另一生产地址为汕头市护堤路月浦

深谭工业区护堤路 288 号）；销售：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非织造布（无

纺布）、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物流仓储；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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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汕头市美联路 1 号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总资产 193,118.4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8,761.12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10,545.1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630.64 万元。 

2、关联关系 

黄伟汕先生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且担任美联新材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为美联新

材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段文勇先生担任美联新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人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

同约定，不会给公司带来坏帐损失。 

（二）瑞焓热力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施凯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主营业务：蒸汽生产、销售（不含民用，仅限腾鳌工业园区内经营）；供热

工程施工；节能设备的技术开发；节能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节能设备、环

保设备的销售及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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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辽宁鞍山市海城市腾鳌镇经济开发区 

截至 2020 年 11 月末，总资产 1,845.00 万元，净资产 1,629.02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2,603.27 万元，净利润 139.38 万元。 

2、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瑞焓热力 35%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第 7.2.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人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

同约定，不会给公司带来不利风险。 

（三）营创三征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伟汕 

注册资本：16,800 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设计、开发、生产三聚氯氰及其衍生产品，氰化钠及

其衍生产品，电解氯及其衍生产品和 TAC 产品，工业硫酸铵产品及与产品生产

相关的设备，以及提供与上述产品相关的售后服务；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和设

备；固体废弃物再生及研究开发利用；生产及销售次氯酸钠水溶液（84 消毒液）；



食品用氢氧化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住所：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营创路 2 号 

2、关联关系 

黄伟汕先生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其担任营创三征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及间接控制营创三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

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人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

同约定，不会给公司带来坏帐损失。 

（四）东营北港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敬敏 

注册资本：2,500 万元 

主营业务：水处理及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污水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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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河庆路 175 号 

截至 2020 年 11 月末，总资产 3,759.42 万元，净资产 3,710.05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664.55 万元，净利润 269.63 万元。 

2、关联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东营北港 25%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 7.2.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人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

同约定，不会给公司带来坏帐损失。 

（五）辉虹颜料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鹰 

注册资本：3,459.77 万元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加工、销售：染料、颜料及中间体、添加剂；经销：

化学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包装材料、化工设备；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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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腾鳌镇奥虹街 6 号。 

截至 2020 年 11 月末，总资产 13,246.37 万元，净资产 4,198.98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5,835.49 万元，净利润 678.08 万元。 

2、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辉虹颜料 21.68%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 7.2.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人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

同约定，不会给公司带来坏帐损失。 

（六）贵州微化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禹志宏 

注册资本：684 万元 

主营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化

工装备研发、销售、租赁；系统装备安装调试及技术咨询；五金销售；机电设备、

精密仪器的研发、销售、租赁及维护；工业自动化工程设计及相关产品研发、销

售、租赁及维护；工程结构设计与分析、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二、三类机电

的销售、维护及工程安装（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或资质证经营）。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盘江南路 20 号 

截至 2020 年 11 月末，总资产 2,054.69 万元，净资产 1,083.76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1,180.56 万元，净利润 64.09 万元。 

2、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贵州微化 29.97%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 7.2.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人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

同约定，不会给公司带来坏帐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为定价依据。交易各方

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价格不显

著偏离市场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

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定价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将由公司与关联人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

正常需要，且各方将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定价原则，通过参考市场价格并

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各方的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我们认真审阅了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文件，认为关联交易事

项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和正常经营需要，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进行的，执行价格及条件公允，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

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

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和条件，不会造成

对公司利益的损害。公司在审议该议案时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议案中提及的关联交易定价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定价依据公平、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依据公平的原则，价格公允、合理，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相关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七彩化学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有关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均明确发表独立意见同

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综上，保荐机构对七彩化学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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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王海涛                 张新杨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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