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金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甬金股

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有关募集资金、关联交易等事项进行了核查，相

关事项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

见 

（一）募集资金到位及存放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230 号”《关于核准浙江甬

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5,767.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2.52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129,872.8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361.84 万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7,511.00 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己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天健验[2019]455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

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并于《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年加工 7.5 万吨超薄精密不锈钢板带项目 117,511.00 117,511.00 

2019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分别审议同意公司以 1.5 亿元的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其中用于置换

的募集资金为 8,668.45 万元，同意公司使用 7.5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同意使用 2.5 亿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2020 年 12

月 17 日公司披露公告，已提前归还 2.5 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增加使用 2.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披露公告，已提前归还 2.5 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2020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增加使用 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202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本数）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 2021 年 4 月 12 日（未经审计），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50,928.54 万元，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68,559.23 万元（含累计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扣除手续费

后的净额），其中，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

期，用于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为 0.00 万元。 

（三）本次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减少财务费用，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在保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司拟增

加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的预计进度，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将该部分



 

 

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公司将严格按照中

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亦

发表了同意意见。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甬金股份本次增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已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2、甬金股份承诺本次使用 2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

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3、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关于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甬金股份本次拟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无异议。 

二、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2020 年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2020 年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

料及加工服务 

青山集团及其同一控

制下企业 

热轧不锈钢原材料

及其他加工服务等 
950,200.00 755,836.88 

向关联方采购燃料

和动力 

 

鼎信科技 能源 
6,500.00 5,074.38 

青拓上克 5,100.00 3,022.29 

向关联方采购其他

商品或劳务 
青拓物流 

码头装卸服务等物

流运输 
900.00 3,750.58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青山集团及其同一控

制下企业 

冷轧不锈钢板带产

品、加工服务、其他

商品等 

2800.00 5,293.64 

无锡日晟 
冷轧不锈钢板带产

品 
10,000.00 9,564.01 

无锡新振泽 
冷轧不锈钢板带产

品 
15,000.00 13,747.06 

注：2020 年超出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确认。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1 年预计

发生额（万

元）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

元）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关联方采

购原材料及

加工服务 

青山集团及

其同一控制

下企业 

热轧不锈钢

原材料及其

他加工服务

等 

1,223,500.00 755,836.88 
收购青拓上克后

产能增加 

向关联方采

购燃料和动

力 

鼎信科技 能源 540 
8,096.67【注

1】 

青拓上克变电站

扩容，大部分用电

转入青拓上克供

应。 

向关联方采

购其他商品

或劳务 

青拓物流等

其他关联企

业 

运输劳务、检

测服务及采

购其他商品

等 

12,500.00 3,750.58 
收购青拓上克后

产能增加 

向关联方出

售商品和劳

务 

青山集团及

其同一控制

下企业 

冷轧不锈钢

板带产品、加

工服务、其他

商品等 

21,000.00 5,293.64 

收购青拓上克后

增加热酸代加工

业务 

无锡日晟 
冷轧不锈钢

板带产品 
7,500.00 9,564.01 

逐步减少关联交

易 

无锡新振泽 
冷轧不锈钢

板带产品 
12,500.00 13,747.06 

逐步减少关联交

易 

注 1：8,096.67 万元包括了采购福建青拓上克不锈钢有限公司的电能，福建青拓上克不锈钢

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份被收购成为公司控股孙公司。 



 

 

注 2：公司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内容，与关联方发生的所有日常采购、

销售行为均适用于 2021 年预计的关联交易额度内。关联交易在总额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可实现内部调剂（包括不

同关联交易类型间的调剂）。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无锡日晟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董赵杰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7 月 14 日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纺城大道 289 号（南方不锈钢市场）25 幢 112 号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及其制品、装饰装修材料(不含油漆、涂料)、通用机械

及配件、炉料、五金产品、塑料制品、针纺织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计算机、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及发射装置)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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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无锡日晟主要财务数据 

无锡日晟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2,366.36 

总负债 1,180.42 

净资产 1,185.94 

营业收入 11,238.28 

净利润 97.40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3）与公司关系 

无锡日晟曾经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董赵勇配偶徐芸控制的企业，2018 年 4



 

 

月 13 日，董赵勇配偶徐芸将所持 50%股权转让给朱明明；目前系公司董事兼副

总经理董赵勇之兄董赵杰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公司董事兼副总理董赵

勇兄弟董赵杰、董赵亮各持有该公司 25%的股权。 

（4）履约能力分析 

无锡日晟是公司在多年经营过程中稳定的优质客户,根据无锡日晟财务指标

和经营情况，结合公司历史多年交易情况判断，无锡日晟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此项关联交易系双方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2、无锡新振泽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朱仕萍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区硕放薛典北路 82 号 B3-085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及其制品、建筑装饰装潢材料（不含油漆、涂料）、通

用机械及配件、炉料、五金电器、塑料制品、针纺织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计算机及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

面接收设施及发射装置）、仪器仪表、电子设备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贸易经纪

和代理；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的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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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无锡新振泽主要财务数据 

无锡新振泽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2,907.26 

总负债 1,830.02 

净资产 1,077.24 

营业收入 20,876.59 

净利润 180.94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3）与公司关系 

无锡新振泽为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董赵勇兄弟之配偶朱仕萍控制的企业。 

（4）履约能力分析 

无锡新振泽是公司在多年经营过程中稳定的优质客户,根据无锡新振泽财务

指标和经营情况，结合公司历史多年交易情况判断，无锡新振泽具有良好的履约

能力。此项关联交易系双方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3、福建鼎信科技有限公司及与其受同一控制且与公司有交易往来的企业 

（1）基本情况 

福建鼎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信科技”）基本信息如下： 

法定代表人：项秉秋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04-27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安市湾坞镇龙珠村 

经营范围：冶金工程技术研究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材料科学研究服务；

土木建筑工程研究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有色金属合

金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钢压延加工；机械零部件加工；汽

车及配件批发；五金产品批发；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相应资质等级承包工程范围的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相应资质等级承包

工程范围的工程施工；工程设计；合同能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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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鼎信科技受同一控制且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企业： 

序号 关联方名称 简称 注册地 成立日期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青拓集团有限公

司 
青拓集团 

福建省

福安市 
2011/07/11 

对镍铬合金行业的投资；

镍铬合金、金属材料生

产、研发、设计、销售。 

重要子公司少数股东鼎

信科技之控股股东 

2 
青山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青山集团 

浙江省

温州市 
2003/06/12 

对外投资，制造、销售金

属材料，进出口业务。 

持有青拓集团 48.85%股

权，系其第一大股东。 

3 
广东吉瑞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广东吉瑞 

广东省

佛山市 
2011/08/18 

不锈钢、不锈钢原材料销

售。 
青山集团之控股子公司 

4 
江苏青拓不锈钢

有限公司 
- 

江苏省

无锡市 
2016/06/28 

冷轧、热轧不锈钢卷板、

平板销售。 

青拓集团持有其 50%股

权，系其第一大股东。 



 

 

序号 关联方名称 简称 注册地 成立日期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5 
福建青拓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 
- 

福建省

福安市 
2000/08/31 

冶金机械设备及其配件

设计、制造、安装、销售。 
青拓集团之控股子公司 

6 
福建青拓物流有

限公司 
青拓物流 

福建省

福安市 
2010/07/09 搬运、装卸、仓储服务。 青拓集团之控股子公司 

7 
福建鼎信实业有

限公司 
鼎信实业 

福建省

福安市 
2008/03/21 

特种钢冶炼、制造、销售；

镍铬合金及其制品的生

产、销售；硫酸的批发。 

青拓集团之控股子公司 

8 
福建青拓镍业有

限公司 
- 

福建省

福安市 
2011/10/24 

镍铬合金及其制品的生

产、销售；特种钢冶炼、

制造、销售。 

青拓集团持有其 41.98%

股权，系其第一大股东。 

9 
浙江久通贸易有

限公司 
- 

浙江省

温州市 
2017/02/09 

矿产品、金属材料、金属

制品、五金交电、汽车零

配件等的销售、进出口业

务。 

青拓集团之控股子公司 

10 
瑞浦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 

浙江省

青田县 
2011/06/13 

实业投资、金属材料销

售、货物进出口。 
青山集团之控股子公司 

11 
温州象木贸易有

限公司 
- 

浙江省

温州市 
2017/01/22 

不锈钢冷热轧卷板、平板

的销售。 

与鼎信科技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12 
泰朗管业集团有

限公司 
泰朗管业 

浙江省

温州市 
2006/12/04 

实业投资、金属材料销

售、货物进出口 

与鼎信科技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13 
福建青拓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青拓实业 

福建省

福安市 
2014/12/17 

镍铬合金及其制品的生

产、销售 
青拓集团持股 83.25% 

14 
无锡青拓不锈钢

制品有限公司 
- 

江苏省

无锡市 
2018/03/21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的销

售 
江苏青拓持股 80% 

15 

上海鼎信投资

（集团）有限公

司 

- 上海市 2007/02/01 投资管理、国内贸易 项光达实际控制 

16 
阳江市耀邦物流

有限公司 
- 

广东省

阳江市 
2018/11/19 货物运输、物流服务 青山集团二级子公司 

17 
仙游闽捷物流有

限公司 
- 

福建省

莆田市 
2020/04/23 货物运输、物流服务 青拓集团二级子公司 

18 
闽清宏图物流有

限公司 
- 

福建省

福州市 
2020/08/19 货物运输、物流服务 

青拓集团有限公司二级

子公司 

19 
香港瑞浦有限公

司 

- 香港 2009/09/22 货物进出口、贸易 青山集团全资子公司 

（2）主要财务数据 

鼎信科技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378,119.19 



 

 

总负债 134,290.22 

净资产 1,243,828.97 

营业收入 2,102,561.36 

净利润 59,571.38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3）与公司关系 

鼎信科技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甬金的参股股东，持有福建甬金 30%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五）“本所根据实

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

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包括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10%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等”规定，将鼎信科技认定为关联方。 

此外，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与关联方鼎信科技受同一控制且与公司有业

务往来的企业均列为关联方。 

（4）履约能力分析 

青山集团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经过双方多年的合作

关系，作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的青山集团具有良好的履约信用

和履约能力，此项关联交易系双方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促进双方的共同发

展。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

般商业原则签订书面协议确定交易关系，交易定价依照市场化原则，与公司其他

客户定价政策一致。具体而言，公司与关联方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如下： 

1、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及服务 

公司向鼎信科技直接采购热轧不锈钢原材料，向青山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采购间接采购原料，并采购一部分加工服务。 

国内热轧不锈钢原材料供应商相对集中，且采用市场每日报价制度，市场报

价比较公开透明。公司对热轧原材料的采购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在每日市场报

价的基础上与关联方根据运送距离等因素协商确定。 



 

 

2、向关联方采购燃料和动力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燃料和动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甬金接受鼎信科技的

转供电。鼎信科技与国家电网公司签订供电协议，鼎信科技向福建甬金转供电价

格为国家电网当地统一供电价格，价格公允。 

3、向关联方采购其他商品和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其他商品和劳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甬金、青拓上克、广东

甬金向青山集团控制下的企业青拓物流等物流企业采购码头装卸服务及货物运

输等物流服务，采购价格遵循市场化定价。 

4、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劳务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各种型号的精密冷轧不锈钢板带和宽幅冷轧不锈钢板带。

公司收购青拓上克之后，青拓上克拥有 55 万吨的热酸产能，在满足自身需求的

同时，富余的热酸产能为关联方提供代加工服务。 

公司对冷轧不锈钢板带产品的销售主要根据客户对产品定制化生产工艺的

要求进行销售定价，包括产品的材质、厚度规格、表面处理工艺、物理性能（软

硬态不同标准）、是否分条、是否贴膜（单面或双面）、宽度规格、磨砂规格（单

面或双面）、是否切边、产品包装等。此外，公司对冷轧不锈钢板带产品的销售

定价还要综合考虑市场供需状况和价格行情、运输距离、下游客户采购规模等因

素。公司向关联方的销售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与向非关联方销售定价机制

一致。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日常经营业务的

开展和执行，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业务规模扩大的客观需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没有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关联方产生较大依赖。 

（五）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4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董赵勇回避表决，其他



 

 

董事一致通过了此项议案。本次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东董赵

勇将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是公

司正常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市场化选择，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该关联交易

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决策程序合法，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

案，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签订书面协议确定交易关系，交易价格依照市场

定价原则，与公司其他客户定价政策一致。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

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产能扩大的客观需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是一种完全的市场

行为，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甬金股份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基于公司业务正常经营发生，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并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审议的预计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三、关于追加确认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一）追加的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9 年 7 月，公司开始向香港瑞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瑞浦”）采购

原材料，之前年度无交易。由于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山集团”）

下属境内外公司众多，公司未能严格核查此新增供应商与青山集团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因而未及时将其确认为青山集团下属公司，导致 2019 年公司与青山集团

的日常性关联采购金额超过年初的预计额度，需要对相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补充

确认，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2019年实际发

生额（万元） 

追加确认（万

元） 

向关联方采购

原材料及加工

服务 

青山集团及其

同一控制下企

业 

热轧不锈钢原

材料及加工服

务 

400,000  439,267.18 39,267.1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名称：香港瑞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MSH4223 RM 1007, 10/F., HO KING CENTER, NO.2-16 FA YUEN 

STREET, MONGKOK, KOWLOON, HONG KONG  

股权结构：青山集团持有 100%股权 

香港瑞普 2019 年末总资产为 662,315,872.24 美元，当年收入为

1,466,243,330.47 美元，2020 年末总资产为 504,930,821.42 美元，当年收入为

1,485,278,979.36 美元。 

2、与公司关系 

鼎信科技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甬金的参股股东，持有福建甬金 30%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将鼎信科技认定为关

联方，并基于谨慎性原则，将与关联方鼎信科技受同一控制且与公司有业务往来

的企业均列为关联方。香港瑞浦与鼎信科技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且与公司有

业务往来，因此，公司将香港瑞浦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向香港瑞浦主要采购热轧不锈钢原材料。青山集团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

不锈钢生产企业，在境内外布局建有多个大型不锈钢生产基地，集团业务涵盖不

锈钢产业链的冶炼、热轧、贸易流通等领域。香港瑞浦作为青山集团旗下重要的

不锈钢贸易企业，在不锈钢贸易方面具有市场相对优势，能够满足发行人因业务



 

 

规模扩大带来的采购需求。双方业务关系的建立基于双方的供需关系，具有商业

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 

公司与香港瑞浦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

业原则签订书面协议确定交易关系，交易价格依照市场定价原则，与公司向青山

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采购定价政策一致，即在每日市场报价的基础上根据运送距离

等因素协商确定。保荐机构经核查并分析公司与香港瑞浦的交易合同、发票以及

与其他供应商采购同一类别原材料的合同等资料，认为公司与香港瑞浦的交易价

格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青山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其原材料持续供应能力强，满足

公司对原材料的高品质要求。公司与青山集团子公司香港瑞浦 2019 年日常性关

联采购交易是基于公司业务实际经营的需要而发生的，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

的开展和执行，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产能扩大的客观需要。上述关联交易是

双方完全市场化的商业行为，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过度依

赖。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确认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追加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交易是根据市场化原

则进行，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追加确认的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实际经营的需要而

发生的，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产能扩大的客观需要，但存在由于发行人未及

时发现交易对手与青山集团的关联关系、导致未对该笔交易确认为关联交易，存

在关联交易未及时确认的问题。上述关联交易是双方完全市场化的商业行为，交



 

 

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此次追加确认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意见，满足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在今后的日常经营中，公司将持续对关联方保持高度关注，持续完善并加强

对关联方的核查程序，严格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继续严格执行相应的决策

及披露程序。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审议的关于追加确认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 

四、关于追加确认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一）追加的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20 年，由于子公司福建甬金业务量的增加及收购福建青拓上克不锈钢有

限公司后整体产能及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与青山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实际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了年初预计的额度，需要对两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补充确认，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2020 年实际发

生额（万元） 

追加确认

（万元） 

向关联方采购

其他商品或劳

务 

青拓物流及其

他 

码头装卸服务等

物流运输 
900.00  3,750.58 2,850.58 

向关联方销售

商品及劳务 

青山集团及其

同一控制下企

业 

冷轧不锈钢板带

产品、加工服务、

其他商品等 

2,800.00  5,293.64 2,493.6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采购供应商 

（1）福建青拓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拓物流”）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章东龙 

成立日期：2010-07-09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安市湾坞镇半屿村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报关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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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国内船舶代理；国际船舶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装卸搬运；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报检业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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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拓物流最近一年财务数据：2020 年末总资产为 84,093.74 万元，净资产

为 35,441.83 万元，当年实现收入为 23,155.97 万元，净利润为 7,938.03 万元。 

关联关系：青拓物流系青拓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山集团间接控股企

业。 

（2）其他关联采购供应商情况 

2020 年度与公司发生运输劳务关系的还包括以下关联企业： 

序号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日期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阳江市耀邦物流有

限公司 
500  

广东省阳

江市 
2018-11-19 

货物运输、

物流服务 

青山集团二

级子公司 

2 
仙游闽捷物流有限

公司 
500  

福建省莆

田市 
2020-04-23 

货物运输、

物流服务 

青拓集团有

限公司二级

子公司 

3 
闽清宏图物流有限

公司 
200  

福建省福

州市 
2020-08-19 

货物运输、

物流服务 

青拓集团有

限公司二级

子公司 

2、关联销售客户 

（1）鼎信科技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项秉秋 

成立日期：2011-04-27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安市湾坞镇龙珠村 

经营范围：冶金工程技术研究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材料科学研究服务；

土木建筑工程研究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有色金属合

金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钢压延加工；机械零部件加工；汽



 

 

车及配件批发；五金产品批发；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相应资质等级承包工程范围的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相应资质等级承包

工程范围的工程施工；工程设计；合同能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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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信科技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2020 年末总资产为 1,378,119.19 万元，净资产为 1,243,828.97 万元，当年实

现收入为 2,102,561.36 万元，净利润为 59,571.38 万元。 

关联关系：鼎信科技系青拓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山集团间接控股企

业。 

（2）其他关联销售客户情况 

 2020 年度与公司发生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方面的关联交易还包括以下企

业：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

本（万

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日期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福建青拓上

克不锈钢有

限公司 

30,000 福建省福安市 2016-08-31 不锈钢生产、销售 

青拓集团有限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注】 

2 
浙江久通贸

易有限公司 
10,000 浙江省温州市 2017-02-09 

矿产品、金属材料、

金属制品、五金交

电、汽车零配件等的

销售、进出口业务。 

青拓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 

3 

福建青拓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 

40,000 福建省福安市 2014-12-17 
镍铬合金及其制品

的生产、销售 

青拓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 

4 
福建鼎信实

业有限公司 
40,000 福建省福安市 2008-03-21 

有色金属、金属材料

的生产、销售 

青拓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 

5 

福安青拓冷

轧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 福建省福安市 2019-7-11 
有色金属、金属材料

的生产、销售 

鼎信科技全资子

公司 

注：福建青拓上克不锈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份成为公司控股孙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

般商业原则签订书面协议确定交易关系，交易价格依照市场定价原则，与公司其

他供应商和客户定价政策一致。具体而言，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和定价政策如下： 



 

 

1、向关联方采购其他商品和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其他商品和劳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甬金、青拓上克、广东

甬金向青山集团控制下的企业青拓物流等物流企业采购码头装卸服务及货物运

输等物流服务，采购价格遵循市场化定价。 

2、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及劳务 

公司向青山集团及其同一控制下企业销售商品主要为 300 系宽幅冷轧不锈

钢板带产品及少部分辅材、用电。公司对宽幅冷轧不锈钢板带产品的销售主要依

据客户对产品的材质、厚度规格、表面处理工艺等的要求进行销售定价。同时，

还要综合考虑市场供需状况和价格行情、运输距离、下游客户采购规模等因素。

公司向青山集团及其同一控制下企业的销售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与向非关

联方销售定价机制一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追加确认是因为公司2020年业务规模扩张，

导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超过 2020 年初预计额度。本次追加确认的与青山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业务实际经营的需要，充分发挥各自的

专业化市场、资源优势，能有效提高经营效率。上述关联交易坚持市场化原则，

交易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也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过度依赖。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确认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追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交易是根据市场化原

则进行，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追加确认的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实际经营的需要

而发生的，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业务规模扩大的客观需要。上述关联交易坚

持市场化原则，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追加确认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满足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继续严格执行相应的决策及披露

程序。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审议的关于追加确认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