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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6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2021－08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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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拟与关联方铜陵市嘉尚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尚能源”）、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

华物流”）、铜陵化工集团有机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机化工”）、铜陵鑫克

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克化工”）、安徽国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泰化工”）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并与有关各方就交易的具体内容达成一

致。 

2021年 3 月 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不含税）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额 

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嘉尚能源 采购（蒸汽） 8,100 6,069.83 70.51% 

通华物流 接受劳务（客运及货

物运输） 

3,100 
2,270.65 57.58% 

有机化工 采购（蒸汽） 3,800 2,538.54 29.49% 

鑫克化工 采购（工业磷酸） 12,300 5,048.30 96.92% 

国泰化工 采购（过氧化氢） 2,800 182.52 21.17% 

合计 － 30,100 16,109.84 － 

3、2021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不

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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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21 年年初至披露日累计交

易金额（万元） 

嘉尚能源 采购（蒸汽） 1,296.23 

通华物流 接受劳务（客运及货物运输） 300.82 

有机化工 采购（蒸汽） 418.14 

鑫克化工 采购（工业磷酸） 1,293.10 

国泰化工 采购（过氧化氢） 109.91 

合计  3,418.2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铜陵市嘉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注册资本 3,598.97 万元，法定代表人史良贵，注

册地址：铜陵市铜官大道南段 3228 号，经营范围：供热技术开发、咨询服务，

市内工业、民用集中供热，供热管网建设、运营、维护管理，热力输配，供热设

备材料供应，研发、生产及销售新能源磁材料。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嘉尚能源总资产为 7,108.68万元，净资产为 1,637.94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8,297.13 万元，实现净利润 768.75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前身为铜陵化工集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 21 日，

2010 年 12 月变更为现名，注册资本 1,289.47 万元，法定代表人罗金，注册地

址为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铜芜路，经营范围：汽车客货运输，汽车零部件、通

用零部件、汽车座垫及套制造（加工），化工产品（除危险品）、金属材料（除贵

金属）、建材、橡胶制品、五金工具、机械零配件、劳保用品、日用百货、家电、

装潢材料零售、代购代销，金属件加工，装卸，土石方工程施工。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通华物流总资产为 8,746.15 万元，净资产为

2,109.33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 12,261.47万元，实现净利润 134.06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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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3）铜陵鑫克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2010 年 3 月，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马健，注册地址为

铜陵市铜陵大桥经济开发区内，经营范围：磷酸、磷酸盐、化肥的生产、销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鑫克化工总资产为 13,198.84 万元，净资产为

11,298.13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11,724.04 万元，实现净利润 815.77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4）铜陵化工集团有机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98 年 9 月 10 日，注册资本 3,488.73 万元，法定代表人胡章来，注

册地址为铜陵市金岭道 1269 号，经营范围为：化工原料（除危险品）制造、销

售，非标设备加工、制作，从事第三产业服务，经营企业自产的苯酐、燃料中间

体系列，橡胶防老剂、促进剂系列，染料系列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

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有机化工总资产为 2,9720.50 万元，净资产为

-11,531.95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52,826.93 万元，实现净利润-878.33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5）安徽国泰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许进冲，注

册地址：颍上循环经济园化工集中区，经营范围：化学肥料（含磷肥、钾肥、多

元复合肥、全水溶肥、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化学制品（含氯化钙、聚合氯

化铝、盐酸、双氧水）、助剂系列产品（防结块剂、控失剂）、工业级二氧化碳、

食品级二氧化碳、硫磺、氮气、氧气、脱盐水、水蒸汽及化工机械生产、加工、

销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泰化工总资产为 51,135.71 万元，净资产为

8,492.49 万元， 2020 年营业收入 34,043.40 万元，实现净利润 882.76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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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1）安徽国泰化工有限公司 

过氧化氢装置生产能力 15 万吨/年，具备履约能力。 

（2）铜陵市嘉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铜陵市南部城区唯一集中供热单位，经营的蒸汽由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提

供，嘉尚能源热区热网工程设计供应中、低压蒸汽量可达 186 万吨/年，具备履

约能力。 

（3）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通华物流公司是一家专业运输公司，现有各类车辆 90台，运输能力 698.37

万吨/年，具备履约能力。 

（4）铜陵鑫克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鑫克化工主要从事磷酸、磷酸盐生产销售，具有年产 3 万吨磷酸（标准含量）

生产装置，具备履约能力。 

（5）铜陵化工集团有机化工有限公司 

有机化工的余热蒸汽来源于其主产品苯酐的生产，该公司现有五套苯酐生产

装置，年余热蒸汽产量 30 万吨左右，考虑到循环经济资源利用，有机化工供应

的蒸汽只作为公司生产用汽的补充。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和定价政策 

交易价格有市场价格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由双方协商协议

定价。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国泰化工采购过氧化氢（27.5%），单价 1,400元/

吨（含税），价格变动随行就市。 

（2）嘉尚能源供应本公司蒸汽以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 2016年 6月 1日

发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环渤海地区发热量 5,500大卡动力煤的综合平均

价格）390 元/吨，作为煤炭基准价格,确定低压蒸汽的基准价格（含税价）为

133.77 元/吨,中压蒸汽的基准价格（含税价）为 175.39 元/吨。蒸汽价格调整

实行煤热价格联动机制，蒸汽销售价格调整幅度以上月动力煤价格指数的平均值

与基期煤炭价格的变动幅度与煤热比（1吨 5,500大卡煤炭生产 6吨蒸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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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即动力煤价格指数比基准价格涨跌 6元，则每吨蒸汽销售价格相应调整 1

元。蒸汽销售价格=基期蒸汽销售价格+上个月蒸汽销售价格调整额。如上个月动

力煤价格指数平均值涨跌幅度小于 6元时，蒸汽销售价格不作调整。 

（3）鉴于苯酐余热蒸汽系有机化工主产品苯酐生产时产生的余热蒸汽，不

同于燃煤锅炉蒸汽，交易标的物为特殊商品，系综合利用，无市场交易价可遵循，

经平等协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商定苯酐余热蒸汽基准价133.77元/吨（含税），

每月根据供汽、用汽情况和生产经营环境变化协商确定结算价格。结算价格可以

浮动。 

    （4）通华物流向本公司提供的客车、货车和集装箱运输、装卸等劳务运费

每月以市场价为基础，双方确认为准。 

    （5）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鑫克化工采购工业磷酸（P205≧41.4%），单价

2,460元/吨（含税），价格变动随行就市。 

2、交易具体内容 

（1）国泰化工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供应过氧化氢（27.5%），全年采购量 2万

吨,单价：1,400 元/吨（含税），价格变动随行就市；卖方提供专用槽罐运输；结

算方式采用现金或银行承兑结算，收到卖方发票后一周内付清当月货款；卖方开

具 13%增值税发票, 合同期限为一年。 

（2）嘉尚能源向本公司供应低压蒸汽压力：0.6MPa，温度：171度，流量

70t/h；供应中压蒸汽压力：2.2MPa，温度：330度，流量 17t/h。供汽分别单表

计量，以供方流量计计量，如供方流量计较需方流量计正偏差值超过 2%，则双

方协商确定用汽量。蒸汽流量计采用多参数变送器，具备温压补偿功能。使用后

按计量部门规定的校验周期校验。双方每月 25日共同抄表，确定当月用汽量，

供方开具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发票，需方次月 15日前结算上一期用汽费用，合同

期限为一年。 

（3）有机化工向本公司供应蒸汽 20－25 吨/小时，全年总量约 18—22 万吨，

供汽压力 0.6Mpa，蒸汽基准价 133.77 元/吨（含税）。每月根据供汽、用汽情况

和生产经营环境变化协商确定结算价格。结算价格可以浮动, 合同期限为一年。 

（4）通华物流向本公司提供符合本公司货物特性和乘员安全要求、车况良

好的车辆，及时安排本公司货物、员工上下班等运输劳务。有关托运人、承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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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权利义务双方以商务惯例和国家有关运输规定为准。运费每月以市场价为

基础，双方确认为准, 合同期限为一年。 

（5）鑫克化工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供应工业磷酸，全年采购量 5万吨，P2O5

≥41.4%,单价：2,460 元/吨（含税），买方自提，以买方的检验结果为结算依据，

以生意社公布的贵州瓮福 85%磷酸出厂价格作为参考依据，每月 5 日前双方确定

当月磷酸出厂车板交货价，卖方开具 13%增值税发票, 合同期限为一年。 

3、协议签署情况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由公司与上述各方签订交易协议，合同期限均为一

年，即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2021 年预计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

性交易行为，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向关联方采购蒸汽、工业磷酸、过氧

化氢，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有利于稳定原料供应渠道，降低原料采购成本，

稳定产品质量；能充分利用关联双方的优势，发挥产业链的作用，对发展循环经

济、保证公司生产经营长期稳定运行将发挥积极作用，对交易双方互惠互利。公

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协商一致、互惠互利的原则，没

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内部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

作为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 2021年度预计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预计发生的 2021 年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

性交易行为，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蒸汽、工业磷酸、

过氧化氢，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能够充分利用关联双方的优势，发挥产业链

的作用，对发展循环经济，稳定原料供应渠道，降低生产成本，保证公司生产经

营长期稳定运行将发挥积极作用，对交易双方互惠互利。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的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协商一致、互惠互利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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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先审阅认可，并经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发生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协商一致、互惠互

利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