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核查意见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西耐普

矿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普矿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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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耐普矿机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因日常业务发展需要，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

与参股公司江西铜业集团（德兴）橡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兴橡胶”）

及江西铜业集团（德兴）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兴泵业”）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公司 2020 年向德兴橡胶实际采购金额人民币 0.00 元，预计 2021 年向德

兴橡胶累积采购人民币 30 万元（不含税，下同）；2020 年向德兴橡胶实际销售

金额人民币 0.00 元，2021 年预计向德兴橡胶销售产品人民币 100 万元；2020 年

向德兴泵业实际销售金额人民币 1,575.22 万元，2021 年预计向德兴泵业销售产

品人民币 2,000 万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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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德兴

橡胶 

采购商

品 

公平市场环境

下协商确定 
30.00 0 0.00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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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德兴

泵业 

销售商

品 

公平市场环境

下协商确定 
2,000.00 353.64 1,575.22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德兴

橡胶 

销售商

品 

公平市场环境

下协商确定 
100.00 55.80 0.00 

合计 2,130.00 409.44 1,575.22 

（三）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方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德兴 

橡胶 

采购

商品 
0.00 10.00 0.00% -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德兴 

泵业 

销售

商品 
1,575.22 2,000.00 6.57% 21.24%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德兴 

橡胶 

销售

商品 
0.00 100.00 0.00% - 

合计 1,575.22 2,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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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

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

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

存在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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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

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

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存在一定的差异。 

2、公司 2020 年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

经营情况，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江西铜业集团（德兴）橡胶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易剑辉 

注册资本：1,6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德兴市泗洲镇 

经营范围：橡胶制品、高分子产品、轮胎翻新及修补、消耗包干；新旧轮胎

购销；工业设备及容器衬胶、防腐；输送带翻新、修补；橡胶再生利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德兴橡胶 4,949.49 2,625.16 7,711.20 203.35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德兴泵业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投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49%。由于公司董事

长郑昊先生，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程胜先生在德兴泵业分别担任了

副董事长和董事职务，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磊先生在德兴泵业担

任了监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德兴泵

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与公司有长期的业务合作，履约能力强，日常经营情况稳定，财

务状况及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江西铜业集团（德兴）泵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易剑辉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德兴市泗洲镇铜矿北区 

经营范围：工矿企业生产所需的各种型号泵类产品、沉砂嘴、管件、橡胶制

品销售、安装、产品开发以及废泵回收。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德兴泵业 339.89 240.83 1,749.60 90.31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德兴泵业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投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49%。由于公司董事

长郑昊先生，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程胜先生在德兴泵业分别担任了

副董事长和董事职务，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磊先生在德兴泵业担

任了监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德兴泵

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与公司有长期的业务合作，履约能力强，日常经营情况稳定，财

务状况及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预计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型主要包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销售

商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经营业务往来，程序合法。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

理的定价原则，主要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约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在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不时发生，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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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关系交易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方的现有生产设备、近距离优势、技术优

势和渠道优势，有利公司及关联方现有生产设施的充分利用，使生产资源得到优

化配置，同时，减少交易过程中的各项附加支出，确保公司的交易成本最低。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受市场经济一般条件的约束，定价以市场为原则，交易风

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时，双方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责

任和义务，关联交易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与上述关联方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需要，该等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且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况，同意本次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提交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确认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交易

定价合理、公允，严格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影响；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也符合《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基于公司正常开展业务实际需要，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以市场价

格为基础，预计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   俊                    刘   平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