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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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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钛业”和“公司”）于

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2021年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拟发生的房屋租赁、提供产品原料运输及仓储中转业务服务、酒店

会务住宿、商业保理等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320,435,332.08

元。本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易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1年度预计发生

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江苏钟山化工有

限公司 

产品原料

运输及仓

储中转 

根据“公平自愿、互

惠互利”的原则确定

各项服务价格 

19,000,000  4,353,895.44 

南京金浦英萨合

成橡胶有限公司  
10,000,000  1,990,750.65 

金浦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4,000,000  690,923.85 

南京金陵塑胶化 600,000  108,500.00 



工有限公司   

浙江古纤道绿色

纤维有限公司 
23,000,000  4,455,194.98 

南京利德东方橡

塑有限公司 
4,000,000  0.00 

福建钟山化工有

限公司 
3,000,000  335,769.20 

江苏钟山新材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  0.00 

江苏钟山化工有

限公司 

商业保理

业务 

按照公平、公正以及

市场化的原则，不损

害交易双方任何一方

的利益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南京利德东方橡

塑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金浦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55,000,000.00   55,000,000.00  

小计  318,800,000.00  266,935,034.12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宜兴金浦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 酒店会

务、住宿 

按照公平、公正以及

市场化的原则，不损

害交易双方任何一方

的利益 

 400,000.00  840.00 

黄山金浦东邑酒

店有限公司 
 150,000.00  0.00 

小计  550,000.00  840.00 

关联租赁 

金浦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租赁办公

楼 

按照公平、公正以及

市场化的原则，不损

害交易双方任何一方

的利益 

1,085,332.08 270,000.00 

小计 1,085,332.08 270,000.00 

合计 320,435,332.08 267,205,874.12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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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金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南京金浦锦湖化

工有限公司 
采购液碱 561,600.00  7,000,000.00  1.29% -91.98% 

2020年

5月 19

日巨潮

资讯网 

小计 561,600.00  7,000,000.00  1.29% -91.98%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江苏钟山化工有

限公司 产品原料

运输及仓

储中转 

14,170,800.00  15,000,000.00  34.76% -5.53% 

南京金浦英萨合

成橡胶有限公司 
7,098,700.00  9,500,000.00  17.41% -25.28% 

金浦新材料股份 1,416,900.00  3,000,000.00  3.48% -52.77% 



有限公司 

南京金陵塑胶化

工有限公司 
313,300.00  500,000.00  0.77% -37.34% 

浙江古纤道绿色

纤维有限公司 
15,621,000.00  19,000,000.00  38.32% -17.78% 

江苏太白集团有

限公司 
0.00  1,000,000.00  0.00% -100.00% 

江苏金浦集团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22,100.00  200,000.00  0.05% -88.95% 

南京金浦锦湖化

工有限公司 
82,700.00  1,000,000.00  0.20% -91.73% 

福建钟山化工有

限公司 
1,656,000.00  3,000,000.00  4.06% -44.80% 

江苏钟山化工有

限公司 

商业保理

业务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18.11% 0.00% 

南京利德东方橡

塑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6.46% 0.00% 

南京金陵塑胶化

工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000,000.00  3.29% 0.00% 

金浦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55,000,000.00  55,000,000.00  9.05% 0.00% 

福建钟山化工有

限公司 
65,000,000.00  65,000,000.00  10.70% 0.00% 

小计 390,381,500.00  402,200,000.00  / -2.94%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宜兴金浦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 酒店会

务、住宿 

294,328.30  300,000.00  100.00% -1.89% 

黄山金浦东邑酒

店有限公司 
0.00  150,000.00  0.00% -100.00% 

小计  450,000.00   -100.00% 

关联租

赁 

金浦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租赁办公

楼 
343,200.00  350,000.00  43.71% -1.94% 

小计 343,200.00  350,000.00  43.71% -1.94%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集团”）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郭金东 

注册资本：65,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  

主营业务：石油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科

技投资、合办、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承办创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业务；

对企业进行投资并管理；创办高技术成果产业化基地、示范高科技产

业成果；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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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70,042.77 277,313.30 

净资产 74,912.53 71,901.66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3,607.44 -3,010.87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金浦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下属企业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

障碍，本公司与其合作风险较小。 

（二）江苏钟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钟化”）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马巧林 

注册资本：25,561.598 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化学工业园区丰华路 158 号 



主营业务：农药助剂与表面活性剂项目、聚醚多元醇新材料项目

类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化工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普通货物

装卸、仓储服务；提供劳务服务；设备及房屋租赁；贵金属、黄金饰

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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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91,434.04  403,864.13  

净资产 141,226.66  145,008.48  

营业收入 130,976.95  45,798.80  

净利润 5,015.34  3,577.71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江苏钟化是公司控股股东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

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公司与其合

作，坏账风险较小。 

（三）南京金浦英萨合成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英萨”）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GABRIEL SANCHEZ CARLOS 

注册资本：4,300万美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崇福路109号 



主营业务：从事包括丁腈橡胶制造，丁腈橡胶及其相关石油化工

产品（丁二烯、丙烯腈以及橡胶助剂）的销售、进出口贸易；从事与

此类产品有关的研究、开发、服务及其他相关的经营活动（涉及法律、

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危险化学

品批发（按审批和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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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61,336.23  63,955.48 

净资产  14,781.05  15,993.33 

营业收入  40,446.51  14,208.25 

净利润  1,123.66   1,169.60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金浦英萨是公司控股股东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公司与其合作，

坏账风险较小。 

（四）南京利德东方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德东方”）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舒媛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宁六路581号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零部件、橡塑软管、橡塑密封



件、橡塑减震制品、其他橡塑产品及其制造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

销售、技术咨询与检测服务；化工产品、汽车的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制作、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营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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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97,040.68 98,615.90 

净资产 46,929.12 47,099.09 

营业收入 39,307.59 11,518.40 

净利润 11,069.14 153.33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利德东方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公司与其合作，

坏账风险较小。 

（五）南京金陵塑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陵塑胶”）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卢建飞 

注册资本：90,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大纬东路186号 

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销售（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项目



经营）。聚丙烯、塑料制品、热能（蒸汽）、冷却水生产、销售；危

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体育场塑胶铺装材料；座椅生产、安装；模

具制造；装卸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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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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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金陵塑胶是公司控股股东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

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其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15,160.09 265,804.72 

净资产 102,723.73 103,400.05 

营业收入 132,135.51 34,035.91 

净利润 4,171.65 524.45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公司与其合作，

坏账风险较小。 

（六）浙江古纤道绿色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纤道绿色纤

维”）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徐跃林 

注册资本：78,0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望海路18号2幢 

主营业务：无储存批发经营：1,4-二甲苯、甲醇（经营场所不得

存放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7月12日）。

生产：改性聚酯切片、涤纶工业丝及其它涤纶制品，销售自产产品；

聚酯切片原辅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纺织品、化纤产品的批发、佣

金代理及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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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71,138.43 372,037.59 

净资产 138,712.68 145,810.14 

营业收入 539,754.01 151,592.29 

净利润 6,803.75 7,113.43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古纤道绿色纤维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生产能力重组，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

公司与其合作，坏账风险较小。 

（七）金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新材料”）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葛盛才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大厂（化学工业园区）大纬东路188号 



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生产（仅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石油化工新材料生产、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化工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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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86,138.22   86,670.09  

净资产  71,738.87   72,408.83  

营业收入  25,084.08   7,086.41  

净利润  1,717.38   661.59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金浦新材料是公司控股股东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

股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对出租之房屋拥有所有权，且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

能力障碍。 

（八）宜兴金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金浦酒店”）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郭金东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注册地址：宜兴市宜城街道人民南路3号 

主营业务：酒店管理；餐饮服务；住宿、游泳池、棋牌、婚庆、

酒吧、洗浴、理发服务；卷烟、雪茄烟零售；会议服务；汽车租赁；



票务代理（除火车客票）；停车场服务；洗衣服务；保健按摩服务；

食品（按许可证所列范围和方式经营）销售；日用百货的零售；利用

自有资金对旅游项目、酒店项目进行投资；旅游项目开发、运营管理；

旅游信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歌舞厅、卡拉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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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3,835.11  32,399.73  

净资产 8,953.27  8,028.42  

营业收入 4,099.56  766.67  

净利润 -1,896.23  -924.85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宜兴金浦酒店是公司参股公司南京金浦东裕投资有限公司100%

控股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九）黄山金浦东邑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金浦酒店”）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郭金东 

注册资本：9,726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汤口镇汤川路128号 

主营业务：住宿，餐饮服务；KTV；足浴服务；卷烟零售；预包



装食品、旅游纪念品零售；会务接待（不含行政许可项目）；旅游咨

询服务；酒店自有设施设备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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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226.37 4231.15 

净资产 3898.08 3753.69 

营业收入 245.78 28.88 

净利润 -498.56 -144.38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黄山金浦酒店是公司参股公司南京金浦东裕投资有限公司下属

控股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十）福建钟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钟化”）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黎松 

注册资本：22,000万元 

注册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园区南山片区B区1号 

主营业务：表面活性剂与炼化助剂项目类产品、聚醚多元醇新材

料项目类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生产（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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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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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52,078.69  57,267.12  

净资产 19,497.85  20,298.81  

营业收入 76,951.09  18,419.77  

净利润 2,060.23  704.41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福建钟化是公司控股股东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

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公司与其合

作，坏账风险较小。 

（十一）江苏钟山新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钟山国

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马巧林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 

主营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装卸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经济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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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041.25 10,973.05 

净资产 2,986.53 2,896.01 

营业收入 4,670.75 3,200.12 

净利润 2.87 -90.52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钟山国贸是公司控股股东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

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公司与其合作，

坏账风险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南京金浦供应链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金浦供应链”）与

金浦集团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情况 

1、定价原则：根据“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确定各项服

务价格。 

2、定价依据：根据原服务单位的合同价或当时当地市场价格经

双方协商后确定各项服务价格。 

3、油价运价联动：与油价相关的运输、中转价格自合同签定日

起，如果成品油价格上涨或者下跌累计超过 10%时，双方协商达成一



致后对运价做出调整。 

4、交易协议：金浦供应链与金浦集团于2020年12月31日签署了

《运输及仓储服务框架合同》。双方在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确定的定价

原则基础上，就具体交易事宜另行签署具体交易合同加以约定。 

（二）金浦供应链与金浦集团附属公司签署协议的情况 

1、定价原则：双方根据“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达成交

易协议。 

2、定价依据：市场定价及协议定价。 

3、交易协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的规定与各关联方签

署具体的协议。 

（三）金浦钛业与宜兴金浦酒店、黄山东邑酒店签署酒店服务框

架协议情况 

1、定价原则：按照公平、公正以及市场化的原则，不损害交易

双方任何一方的利益。 

2、定价依据：市场定价及协议定价。 

3、交易协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的规定与各关联方签

署具体的协议。 

（四）南京钛白与金浦新材料签署房屋租赁协议的情况 

1、定价原则：按照公平、公正以及市场化的原则，不损害交易

双方任何一方的利益。 

2、定价依据：以与租赁房屋有关的税费及合理收益并参考当地

市场价格作为租金定价依据。 



3、付款及结算方式：每六个月支付一次房屋租金。 

4、交易协议：南京钛白与金浦新材料于2021年1月1日签署了《房

屋租赁协议》。 

（五）金浦保理与金浦集团附属公司签署保理合同情况 

1、保理类型 

本次保理业务的类型为有追索权隐蔽型应收账款池保理业务。 

2、保理额度及期限 

本次保理业务的额度为不超过2.55亿元人民币，额度有效期为十

二个月，在有效期内该额度可循环使用。 

3、保理基本要素 

保理期限：不超过1年； 

利息：金浦保理根据向金浦集团及其附属企业提供的保理服务的

不同种类，按《保理融资额度支用申请书》的约定收取融资利息与保

理手续费；融资利息自融资发放之日起以《保理融资额度支用申请书》

载明的利率按日计算； 

保理本金偿还及利息支付方式：金浦集团附属企业收到买方支付

的应收账款时，应于融资款到期日前按《应收账款池保理业务通知书》

约定，将保理融资本息及相关保理费用的全部转付给金浦保理，具体

金额以《还款通知书》和《付息通知书》为准。 

4、公司控股股东金浦集团为上述保理业务提供担保。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有利于交易双方

降低运营成本，有利于公司扩大业务渠道，均为生产经营所必须，具

有持续性。上述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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