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409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21-008 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2020 年完成情况及 2021 年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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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是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相关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4月8日，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2020

年完成情况及2021年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春生先生、于得友先生、董维成

先生、李建渊先生、毕经喜先生、李瑞新先生、王兵先生、马连明先生、郑柏山

先生回避了本议案表决，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董事会同意公司

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及年度经营计划对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额

度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预计额度内签署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 年计划     

金额 

2020 年完成

金额 

向关联

方购买

商品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油料 2,401.35  1,829.89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清洗费、材料 4,316.71  3,774.90  

唐山海港旭宁化工有限公司 材料 131.64  145.96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 20.00  21.34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 754.80 667.96 

 小计   7,624.50 6,440.05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 年计划

金额 

2020 年完成

金额 

向关联

方销售

商品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纯碱 522.00 219.22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 0.14 0.08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 电 66.00 49.95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电 114.00 92.39  

唐山海港旭宁化工有限公司 电 513.00 552.52  

唐山海港旭宁化工有限公司 材料 36.00 6.20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PVC 345.13 594.07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电 3.00 2.17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 6.00 15.18  

唐山湾三友旅行社有限公司 材料  0.04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元明粉  1.02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  0.92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食用碱、食用盐

及废热供暖 
8.10 2.61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旭宁化工有限公司 

 小计   1,613.37 1,536.36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 年计划

金额 

2020 年完成

金额 

向关联

方租赁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产 2,258.38 2,258.38 

土地 2,344.62 2,344.62 

陡河管线 1,741.59 1,741.59 

铁路专线 171.43 171.43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NC 系统 138.93 138.40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及

管道沟槽 
14.08 12.92 

小计   6,669.03 6,667.33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 年计划

金额 

2020 年完成

金额 

向关联

方出租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大楼  120.60   120.60  

小计   120.60   120.60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 年计划

金额 

2020 年完成

金额 

向关联

方提供

劳务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费 3.00 0 

小计   3.00 0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 年计划

金额 

2020 年完成

金额 

向关联

方购买

劳务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修理费 250.06 536.53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装卸费 141.51 156.01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培训费 647.00 8.02  

唐山三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培训费 40.23 11.40  

小计   1,078.80 711.96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 年计划

金额 

2020 年完成

金额 

其他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支付合作收益 449.10 418.19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支付工程款 1,242.00 665.03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支付加工费 96.37 93.95  

唐山海港旭宁化工有限公司 收取输卤设施租

赁费 
  406.39  

小计   1,787.47 1,583.56  

合计   18,896.78 17,059.86 

 

（三）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 年 

计划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1年1-3月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0 年 

完成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方

购买商品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油料 2,131.34 0.12 533.64 1,829.89 0.12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清洗费、材料 4,232.61 0.25 785.74 3,774.90 0.24 

唐山海港旭宁化工有限公司 材料 136.62 0.01   145.96 0.01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 30.00 0   21.34 0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 18.00 0 12.17 667.96 0.04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 车辆 16.12 0 16.12     

小计 6,564.69 0.38 1,347.67 6,440.05 0.41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 年 

计划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1年1-3月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0 年 

完成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纯碱 221.24 0.01 51.62 219.22 0.01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 0.10 0 0.02 0.08 0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 电 65.00 0 15.24 49.95 0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电 96.16 0 22.70 92.39 0.01 



唐山海港旭宁化工有限公司 电 549.88 0.03 51.68 552.52 0.03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PVC 1,675.00 0.08 96.42 594.07 0.03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电 3.00 0 1.54 2.17 0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 37.50 0 19.33 15.18 0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食用碱、食用

盐及废热供

暖 

0.47 0 
 

2.61 0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旭宁化工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旭宁化工有限公司 材料 9.31 0 1.29 6.2 0 

唐山湾三友旅行社有限公司 材料   
  

0.04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粘胶短纤维 313.27 0.02  101.40   

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元明粉    1.02 0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       0.92 0 

小计 2,970.93 0.14 361.24 1,536.36 0.08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 年 

计划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1年1-3月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0 年 

完成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唐山海港旭宁化工有限公司 设计费 16.50   4.67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费 2.30         

  小计 18.8   4.67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 年 

计划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1年1-3月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0 年 

完成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方

租赁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产 2,258.38   564.60 2,258.38   

土地 2,349.76   587.44 2,344.62   

陡河管线 1,741.59   435.40 1,741.59   

铁路专线 171.43  42.86 171.43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NC 系统 138.63   34.53 138.40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及管道沟槽 
12.92   3.23 12.92   

小计 6,672.71  1,668.06 6,667.33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 年 

计划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1年1-3月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0 年 

完成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方

出租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大楼 120.60 
 

30.15 120.60   

小计 120.60 
 

30.15 120.60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 年 

计划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1年1-3月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0 年 

完成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方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修理费 431.97 0.03 92.99 536.53 0.03 



购买劳务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装卸费 145.38 0.01 32.35 156.01 0.01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培训费 660.50 0.04 2.83 8.02 0 

唐山三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培训费 26.69 0 3.65 11.4 0 

小计 1,264.54 0.08 131.82 711.96 0.04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 年 

计划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1年1-3月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0 年 

完成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其他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支付合作收

益 
381.12 0.02   418.19 0.03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支付工程款 1,352.39 0.08 321.85 665.03 0.04 

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支付加工费 56.81 0 12.13 93.95 0.01 

唐山海港旭宁化工有限公司 
收取输卤设

施租赁费 
1,000.00 0.05   406.39 0.02 

小计 2,790.32 0.15 333.98 1,583.56 0.10 

合计  20,402.59   3,877.59 17,059.8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42,625.205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春生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 

经营范围：工业投资，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资产管理；对

所控股公司提供企业项目策划、项目融资、财务顾问及法律、工程技术服务咨询；

房屋租赁；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财务状况：截止 2020 年底，总资产 2,562,483.13 万元；净资产 1,285,206.31 

万元，资产负债率 49.85%,营业收入 1,791,876.09 万元，利润总额 101,311.54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为《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二)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9,265.1515 万元 

法定代表人：于得友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按电力业务许可证经营，期限至 2029 年 2 月 10 日）；

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仅限工业供热、供气）；普通货运；以下由分公司经营：

住宿；大型餐馆；酒、卷烟、日用品零售；会议服务；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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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截止 2020 年底，碱业集团总资产 2,646,031.74 万元，净资产

1,371,596.12 万元，资产负债率 48.16%；2020 年度营业收入 1,792,030.03 万元，

利润总额 103,827.4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为《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一项规

定的情形。 

(三)唐山三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6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亦庆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 

经营范围：销售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蔬菜，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工业盐，建筑材料（危险品除外），服装、鞋帽，化妆品及卫生

用品，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纺织品，针织品，五金产品，文具用品，

其他日用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仪器仪表，电气设备，

消防器材，元明粉，碳酸钙，家具，苗木花卉，一类医疗器械，陶瓷制品，汽车

装具，有色金属（国家专控除外）；房屋租赁；干洗服务；洗车服务；家庭服务；

计算机系统服务；口罩加工（非医用）；面食、糕点现场制作；以下由分公司经

营：其他印刷品印刷；广告制作、广告设计、广告安装服务；室内装潢设计；缓

蚀剂及化学清洗、物理清洗；成品油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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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截止 2020 年底，总资产 2,679.02 万元；净资产 539.48 万元，资

产负债率 79.86%，营业收入 6,797.74 万元，利润总额-185.78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同受控股股东控制，为《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 

(四)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209.268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瑞新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海港开发区大清河 

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展“三来一补”业务；劳务派遣（经营至 2022

年 7 月 5 日）；普通货运；仓储服务（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及粉尘类

污染商品除外）；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货物绑扎系固；装卸服务；机械式停

车设备租赁、房屋租赁；场地租赁；码头服务；土石方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维

修；机械零部件加工；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金属及金属矿、

非金属矿及制品、钢材、废钢、建材、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及有毒有害危险化

学品除外）、橡胶制品、塑料制品、五金产品、电子产品、蔬菜制品批发零售；

煤炭及制品、焦炭、铁矿粉（以上项目无储存）批发；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

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家禽养殖、销售，淡水产养

殖、销售，水果、蔬菜、粮食种植销售，国内旅游经营服务，餐饮住宿、温泉洗

浴服务；汽油、柴油、润滑油、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烟、酒、预包装

食品、散装食品、日用百货及服装鞋帽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室外人工体育场

所服务；体能拓展；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只限分支机构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止 2020 年底，总资产 32,127.45 万元；净资产 5,605.96 万元，

资产负债率 82.55%，营业收入 13,511.10 万元，利润总额 10,040.08 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同受控股股东控制，为《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 

 (五)唐山海港旭宁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6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建敏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海港开发区大清河 

经营范围：氯化钾、氯化镁、工业盐、硫酸镁、溴素、原盐、融雪盐制造、

批发零售；销售本公司产品；仓储服务、劳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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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截止 2020 年底，总资产 13,282.10 万元；净资产 10,116.52 万元，

资产负债率 23.83%，营业收入 6,581.58 万元，利润总额 1,930.32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同受控股股东控制，为《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 

（六）唐山三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范晶晶 

注册地址：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希望路西侧发展道北侧（三友化工股份公司北

侧办公楼二楼）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 

财务状况：截止 2020 年底，总资产 116.74 万元；净资产 116.09 万元，资产

负债率 0.55%，营业收入 12.10 万元，利润总额 2.0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三友集团全资子公司，为《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 

（七）唐山湾三友旅行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姚海波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海港开发区大清河盐场路北（东湖宾馆院内） 

经营范围：国内旅游经营服务；入境旅游服务；旅游咨询服务；旅游项目策

划服务；大型活动组织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提供有偿帮助服务；工艺美术品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烟、预包装食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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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截止 2020 年底，总资产 16.71 万元；净资产-4.02 万元，资产负

债率 124.06%，营业收入 4.39 万元，利润总额-26.5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同受控股股东控制，为《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电 成本加合理利润 

32%烧碱（折百）、PVC 市场价 

纯碱 市场价 

原煤 市场价 

材料、油料 市场价 

设备清洗服务 市场价 

设计费 市场价 

维修费 市场价 

培训费 市场价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交易双方将遵循公开、公平、价格

公允、等价有偿的原则来协商交易价格，交易双方同意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

交易价格，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交易双方约定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或

经第三方评估价格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对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将在上述

预计的范围内，按照实际需要与关联方签订具体的交易协议。已签订的日常关联

交易协议将如约继续执行，预计额度内因价格调整或新增的关联交易合同董事会

授权公司管理层重新签署。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要

的，是公司合理利用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手段，对公司长远发展有着积极

的影响。各项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

一般商业原则，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

上述交易的发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产生不利影

响，亦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

是必要的、有利的。相关协议的签署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预计的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发生

的，是必要的、有利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交

易定价公允、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公司董事

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审计委员会专项意见 

公司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而制定的，

具有必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遵循一般商业原则，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对该议

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需进行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八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八届四次董事会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八届四次次董事会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八届四次董事会有关事项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