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067          证券简称：振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0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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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丰化工”）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定价公允，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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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

于董事会上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预计 2022 年度的日常

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条件公平、合理，定价公允，未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该交易不会对关联方构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02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二）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1 年 

预计金额 

2021 年 

1-10 月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一、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采购材料 
重庆润良包装有限责任

公司 
1,883.19 1,854.49 

 

采购材料 
重庆和友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15,945.13 11,408.30 

实际发生金额

仅为截至 2021

年10月31日的

实际交易金额。 

采购材料 
重庆建峰新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 
364.46 23.20 

 

采购材料 
重庆市万利来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1,777.30 914.41 

 

接受劳务 
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377.36 4.40 

 

接受劳务 
重庆市化研院安全技术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61.32  

 

接受担保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

公司 
1.18 1.18 

 

接受劳务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72.55 65.95 

 

二、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销售材料 
重庆润良包装有限责任

公司 
26.55 16.23 

 

利息收入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3.00 0.70 

 

销售材料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

公司 
34.51  

 

三、关联租赁情

况： 
   

 

租赁房产 
重庆润良包装有限责任

公司 
26.67 23.70 

 

租赁房产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

公司 
82.93 41.51 

 

合计  20,656.15 14,354.07 
 

备注：1、2021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为截止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的统计数据； 

2、以上金额数据均为不含税金额。 

 



 

  

（三）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日常经营需要，预计公司全资子公司民丰化工 2022 年度与关联方的日

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1 年 

1-10 月实际

发生金额 

2022 年 

预计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一、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采购材料 
重庆润良包装有限责任

公司 
1,854.49 2,477.88 

 

采购材料 
重庆和友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11,408.30 19,823.01 

1.2021 年实际

发生金额仅为

截至 2021年 10

月 31 日的实际

交易金额； 

2.预计 2022 年

材料采购价格

上涨。 

采购材料 
重庆建峰新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 
23.20  

 

采购材料 
重庆市万利来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914.41 426.61 

 

接受劳务 
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4.40  

 

接受劳务 
重庆市化研院安全技术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担保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

公司 
1.18  

 

接受劳务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65.95  

 

二、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销售材料 
重庆润良包装有限责任

公司 
16.23 26.55 

 

利息收入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0.70  

 

销售材料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

公司 
  

 

三、关联租赁情

况： 
   

 



 

  

租赁房产 
重庆润良包装有限责任

公司 
23.70 28.57 

 

租赁房产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

公司 
41.51 3.43 

 

合计  14,354.07 22,786.05 
 

备注：1、2021年度实际发生金额为截止至2021年10月31日的统计数据； 

2、以上金额数据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重庆润良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重庆市潼南区桂林街道办事处民丰路 1 号（民丰化工包装制桶车间） 

法定代表人：陈家英 

注册资本：人民币 458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11 月 06 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包装制品、金属制品、粮油装具、

机械产品、静电喷塑；机械加工；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交电、建筑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百货、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杂（不含烟花爆

竹）。（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

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2、重庆和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西庆路 55-5-19 号 

法定代表人：刁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12 月 28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在许可证核定范围及有效期内经营）；

肥料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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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制造、销售：氯化铵、



 

  

纯碱、石灰、塑料编织袋、尿素；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物

品）、机电产品，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肥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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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重庆建峰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化医大道 66 号 

法定代表人：富伟年 

注册资本：人民币 9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03 月 23 日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电力供应，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电力设

施承装、承修、承试，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

设备制造，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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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销售；项目开发及对外投资（不含金融业务）；

公用工程设施建设和服务；项目土地开发及配套服务；热力生产供应；管道和设

备安装；销售：煤炭、硫酸铵、石膏、脱盐水、灰渣；石灰石粉生产销售（不含

采矿），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单位后勤管理服务，化工产品

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土壤与肥料的复混加工，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

设备制造，生物基材料制造，机械设备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

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日用

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消防器材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食

品添加剂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肥料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润滑油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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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重庆市万利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潼南区桂林街道办事处产业大道 11 号 

法定代表人：王传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583 万元 

成立日期：1991 年 07 月 12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生产、销售：二甲醚、甲醇（中间产品）、甲酰胺、

氢、一氧化碳（中间产品）、氧（液化的）、氮（压缩的）、甲酸甲酯(中间产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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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非标设备

的生产、安装；电器仪表和管道的安装；销售化肥；票据式经营（无仓储）：4,6

——二羟基嘧啶；货物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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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长石村九号 

法定代表人：邢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57.16 万元 

成立日期：1987 年 09 月 21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压力管道 GB1、GB2 级、GC1（1）（2）（3）、GC2、

GC3 级设计（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压力容器（A2 级第Ⅲ类

低、中压容器）设计（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化工石化医药行

业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市政公用行业燃气（含加气站）设计、相

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化工、医药、

建筑工程咨询、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工程咨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

产审核，化工石油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

技术咨询等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凭资质证书执业），精细化工产品的开发、研究、

技术研究、技术咨询，环保工程设计、施工，环境治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https://www.qcc.com/pl/pb4e61f84822080948b838ca4fd184f1.html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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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重庆市化研院安全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化工村 1 号 2 楼 

法定代表人：朱进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08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安全评价、安全评估、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安全托管、

安全检查、安全标准化技术咨询服务；清洁生产审核、环保标准化、环境监测、

化工产品（含农药）质量检测；职业卫生评价与检测；工程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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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张伟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43,359.222 万元 

成立日期：1992 年 06 月 22 日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仅本企业制造）油漆（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及期限从

事经营）。制造、销售涂料及合成树脂（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包装制品，销

售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五金、交电、百货、化工产品及建筑装饰材料（不

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化工产品检验、检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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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70 号天王星 A1 座 2 楼 

法定代表人：王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22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

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

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除股票投资以外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

方信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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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化医集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70 号 A1  

法定代表人：段彩均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2,523.215961 万元 

成立日期：2000 年 8 月 25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对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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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重庆润良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民丰化工之合营企业。化医集

团持有公司 13.59%的股份，为公司关联法人；重庆和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受

化医集团持股 24.12%的公司；重庆建峰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万利来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市化研院安全技术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均系

化医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上述公司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重庆润良包装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和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建峰新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万利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市化研院安全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化

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及化医集团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标的 

双方遵循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民丰化工从重庆润良包装

有限责任公司等关联方采购商品、销售商品，以及租赁房产。 

（二）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 

关联交易的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利用关联方的优势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民丰化工

的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与各关联方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定价公允，交易条件公平、

合理，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