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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30         股票简称：沧州大化        编号：2022-018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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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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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由于严格按照关联交

易定价原则执行，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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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第八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021年度计划

执行情况和 2022年度计划的议案》。因涉及到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

他四名非关联董事投票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参与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本着对全体股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切实维

护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我们对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以及

2022年申请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调查，认为公司所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和

行业特点，交易价格、定价方式和依据客观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该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表示认可。 

本次公司关联交易属于沧州大化与关联人之间正常购销往来和辅助服务，对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公平合理；沧州大化董事会人数 7人，关联董事 3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后董事会参加表决人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人数，其表决程序合法、规范。 

3、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文件规定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2021年度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执行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管理交易2020年度计划执

行情况和2021年的计划的议案》，2021年关联采购总金额计划为40万元，关联销售总金

额计划为1,629.01万元，关联服务总金额为1,193.17万元，即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

计划合计为2,862.18万元。 

2021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采购总金额为64.94万元，关联销售总金额为1,0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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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关联劳务总金额为937.27万元，合计为2,047.53万元。 

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简称）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差额 

采购货物 离子膜 
蓝星（北京）化工机械

有限公司 
40.00 64.94 24.94 

销售货物 

TDI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

有限责任公司 
123.89 99.42 -24.47 

天然气、蒸汽、

材料 

沧州大化百利有限公

司 

  

1,505.12  
945.90 -559.22 

接受劳务 

运输费、吊装费 
沧州大化联星运输有

限责任公司 
1,118.30 878.63 -239.67 

检验 
沧州大化集团至正化

工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74.87 58.64 -16.23 

合计 2,862.18 2,047.53 -814.65 

 

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 2,047.53 万元，除采购货物外其余交易金

额未超过原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三）预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结合本公司以往的实际情况，对 2022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的预计，具体

预计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按产品

或劳务

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简称） 
2022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交易的

比例 

本年年

初至披

露日前

一月与

关联人

累计已

发生的

交易金

额 

去年实际

发生额 

占同类

交易的

比例 

采

购

货

物 

离子膜 
蓝星（北京）化工机

械有限公司 
    65.00  0.02%     -    64.94 0.03% 

销

售
TDI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

院有限责任公司 
    84.07  0.02%     -    99.42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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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物 

天然气、

TDI、改

性 PC、材

料 

沧州大化百利有限

公司 
   760.00  0.17%  185.97  945.90 0.40% 

销售 PC 中化塑料有限公司    442.48  0.10%    0.09  0.00 0.00% 

销售 PC 
广州合成材料研究

院有限公司 
    88.50  0.02%   58.90  0.00 0.00% 

销售 PC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884.96  0.20%     -    0.00 0.00% 

接

受

劳

务 

运输费、

吊装费 

沧州大化联星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 
 1,053.47  17.87%  194.73  878.63 11.75% 

检验 

沧州大化集团至正

化工产品检测有限

公司 

   142.70  2.42%   10.63  58.64 0.78% 

合计 3,521.17   450.32 2,047.5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乔霄峰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街 5号 

经营范围：生产化工机械设备；销售医疗器械 II 类、仪器仪表、玻璃制品、机械

设备、电气设备、实验室设备、消毒用品、消毒剂（涉及许可项目除外）；化工机械设

备的设计、维修、安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专业承包；石油化工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2020 年 12月 08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生产第 II类医疗器械（含医疗实验室及医用消毒设备和器具）；化

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专业乙级（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

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工程设计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2021

年 04月 11 日）；固定式压力容器-其他高压容器 A2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特种

设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8 年 06 月 19 日）；A1/A2 级固定式压力容器-第三类压力

容器设计（高压容器限单层）（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年 09 月 29日）。（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A1/A2 级固定式压力容器-第三类压力

容器设计（高压容器限单层）、固定式压力容器-其他高压容器 A2制造（含安装、修理、

改造）、生产第 II 类医疗器械（含医疗实验室及医用消毒设备和器具）、化工石化医药

行业（化工工程）专业乙级（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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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履约能力：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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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07,180 万元，净资产 40,133万元。2021年营

业收入 74,352 万元，净利润 3,368万元。  

2、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韦永继 

注册资本：79,073.94 万 

住所：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邙岭路 5号 

经营范围：钯催化剂、氧化铝载体、稳定剂、氢氟酸（464.1吨/年）、六氟化硫（1000

吨/年）、三氟化氮（100 吨/年）、四氟甲烷（200 吨/年）的生产销售；聚氨酯材料、化

学推进剂原材料的研究开发和制造销售；工程科学技术研究、化学技术服务、工程咨询、

工程设计、工程承包；环境保护技术研究；环保工程的施工（凭有效资质证经营）；环

保设备制造及销售；从事本公司技术相关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研究、制造销售和生产

所需材料、仪器仪表零备件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及进出口业务；设计、制作、发布国内

杂志广告业务；监督检验、检测（以上范围凭有效许可证或资质证书经营）。一氧化二

氮[压缩的]、三氟甲烷、二氯一氟甲烷、三氯化硼、氦[压缩的]、氖[压缩的]、氩[压

缩的]、氪[压缩的]、氙[压缩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压缩的]、甲烷[压缩的]、乙

烷[压缩的]、乙硼烷[压缩的]、环氧乙烷、正丁烷、乙烯[压缩的]、丙烯、四氢化硅、

氚、硫化氢[液化的]、氢[压缩的]、环氧丙烷[液化的]、四氧化硅、溴化氢[无水]、氨

[液化的、含氨﹥50%]、氯[液化的]、四氟甲烷、六氟乙烷、八氟丙烷、三氟化氮、六

氟化钨（无仓储）的批发。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履约能力：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20年底，公司总资产 178,100万元，净资产 134,115万元，营业收入 116,894

万元，净利润 19,253万元。 

3、中化塑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国勋 

注册资本：49,283.22 万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A2号中化大厦 703室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年 12月 15日）；

零售食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业务；

销售饲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建筑材料、文具用品；技术服务。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履约能力：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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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21 年底，公司总资产 32亿元，净资产 8亿元，营业收入 215 亿元，净利润

8,370万元。 

4、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蔡铠阳 

注册资本：3214.2785 万元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车陂西路 396号 

     经营范围：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监控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林产化学产

品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其他合成材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

品除外）;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电子工业专用设备

制造;仪器仪表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电子元器件零售;

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广告业;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零售（危

险化学品除外）;机械设备专业清洗服务;建筑材料检验服务;化工产品检测服务;电气机

械检测服务;施工现场质量检测;电子产品检测;无损检测;计量认证（具体范围见计量认

证证书及其附表）;产品认证（具体业务范围以认证证书或其他相关证书为准）;实验室

检测（涉及许可项目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皮革检测服务;船舶、海上设施、

岸上工程的技术检验。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履约能力：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 2021 年底，公司总资产 17,423.34 万元，净资产 199.29 亿元，营业收入

12,380.39万元，净利润 1,302.16万元。 

     5、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红生 

注册资本：276115.647200 万人民币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清北路 233号 12层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

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饲料、棉、麻、土畜产品、纺织品、服装、日用百货、纸浆、纸

制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化工、化工材料、矿产品、石油制品（成品油除外）、润

滑脂、煤炭、钢材、橡胶及橡胶制品，建筑材料、黑色金属材料、机械、电子设备、汽

车（小轿车除外）、摩托车及零配件的销售（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除外）；橡胶作物种

植；仓储服务；项目投资；粮油及其制品的批发；化肥、农膜、农药等农资产品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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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技术交流、技术开发。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履约能力：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21 年底，公司总资产 579.73亿元，净资产 199.29亿元，营业收入 806.48

亿元，净利润 21.75亿元。 

6、沧州大化百利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杜小岭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住所：河北省沧州市沧县风化店乡达子店村 TDI公司院内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聚氯乙烯人造革及制品；批发零售化工原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企业管理咨询（不含

资产管理及投资咨询）；生产、销售：车用尿素、玻璃水、防冻液、聚氨酯组合料。 

关联关系：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7,002.75 万元，净资产 9,541.47 万元，营

业收入 10,157.74万元，净利润 2,031.62万元。 

7、沧州大化联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马月香     

注册资本: 339.3 万元 

住所：沧州市永济路 17号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机动车 GPS 卫星

定位系统服务。 

关联关系：母公司联营企业 

履约能力：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866.83 万元，净资产 850.52 万元，营业收

入 1,094.46万元，净利润 66.56万元。 

8、 沧州大化集团至正化工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亚妹 

注册资本：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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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 

经营范围：产品特征、特性检验服务、其他技术检测服务。 

关联关系：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72.14 万元，净资产 68.67 万元，营业收入

58.64万元，净利润 40.85 万元。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

易价格为市场价和以市场价为参考依据的协议价。 

部分关联交易按照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生产经营、综合服务协

议实施细则（2020-2022 年度）》执行，详见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生产经

营、综合服务协议实施细则》的公告（编号：2020-15 号）及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资料。未约定部分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该关联方签订合

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生产经营中正常的购销往来和辅助服务，对

维持本公司正常生产运行是必要的，符合公司业务需要，有利于本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由于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不会对公司本期以

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