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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和关联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 

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机构”）作为多氟多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或“公司”）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子公司和关联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

备暨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子公司和关联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和关联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多氟多阳福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阳福”）

与河南省氟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氟基建设”）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氟基建设拟承建多氟多阳福年产 2 万吨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二期）项目主装置厂房工

程，合同总金额 65,000,000（含税价）。 

由于公司董事长李世江先生为公司及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氟基建设 90.03%股权，为氟基建设的控股股东，从

而氟基建设与公司构成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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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1 月 2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四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子公司多氟多阳

福与焦作市合鑫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合鑫”）签订《设备购销合同》，多氟多

阳福拟向焦作合鑫采购结晶器等设备，交易总金额为 126,740,000 元（含税）。 

由于公司董事长李世江先生为公司及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焦作合鑫 51.61%股权，从而焦作合鑫与公司构成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氟基建设 

1、公司名称：河南省氟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82CH54G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李凌云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0 年 03 月 11 日 

7、住所：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新园路培训中心楼 

8、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铁路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钢结构工

程；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施工程；管道工程；防水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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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保温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公路路面工程；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建筑劳务分包。 

9、股权结构：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0.03%，尚钟声 4.99%，张辉 3.56%，

王瑞忠 1.42%。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 

10、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0,566.85 万元，净资产为 6,246.14 万元；2022

截止到 10 月份营业收入为 16,377.36 万元，净利润为 1,160.33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11、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氟基建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焦作合鑫 

1、公司名称：焦作市合鑫机械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25775123807T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王大可 

5、注册资本：3,100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5 年 5 月 27 日 

7、住所：温县武德镇大善台村 

8、经营范围：制造销售:机械设备，耐磨材料；销售：电子电力设备.工矿设备；设

备安装(以上范围凡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9、股权结构：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1.61%，王大可持股 45.16%，岳

明理持股 3.23%，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 

10、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7,934.14 万元，净资产为 4,684.65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31,520 万元，净利润为 2,037.87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11、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焦作合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子公司和关联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本次关联交易为氟基建设承建多氟多阳福年产 2 万吨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二期）

项目主装置厂房工程，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是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以市场化为原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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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结合实际成本、费用等因素确定最终交易价格。 

（二）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 

本次关联交易为多氟多阳福采购焦作合鑫的设备，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是在效率优

先的前提下，以市场化为原则，在充分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结合实际成本、费

用等因素确定最终交易价格。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子公司和关联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发包方：多氟多阳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承包方：河南省氟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工程名称：多氟多阳福年产 2 万吨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二期）项目主装置厂

房。 

2、工程内容：土建工程。 

3、工程地点：多氟多阳福庙堰园区。 

4、合同工期：2023 年 7 月 5 日竣工。 

5、合同价款：65,000,000（含 9%增值税），付款方式为承兑或电汇。 

6、资金来源：自筹。 

7、工程竣工验收日以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内容且已合格，承包人已经予验，组织

最终验收为工程竣工日，验收由发包方、监理方、施工方参加，按统一验评标准为依据。 

8、合同双方约定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 

买受人：多氟多阳福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出卖人: 焦作市合鑫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合同标的：结晶器、干燥器。 

2、采购金额： 

本次设备采购金额为人民币 126,740,000 元。总价款包括但不限于设备费（设计

费、材料费、制造费等）、指导安装调试费、运输费、维修费、培训费用等。 

3、付款方式：现汇付款。 



5 
 

4、到货时间、地点、运输方式、风险承担： 

1）到货时间：2023 年 6 月 8 日前到货。 

2）到货地点：山西省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庙堰新材料产业园。 

3）运输方式：汽车运输。 

4）风险承担：产品毁损、灭失风险自乙方完成交付后转移至甲方。 

5、验收： 

1）验收时间：最终验收应当在乙方安装调试后进行，但最终验收时间至迟不得晚

于乙方的交付时间；否则视为乙方逾期交付；  

2）验收标准：包含但不限于图纸、设计图纸、材质证明、设备使用说明书、设备

合格证、安装调试检测报告等相关资料进行验收。 

6、解决争议方式：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甲、乙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时应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资金来源主要为子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易是为了满足多氟多阳福新

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属于正常业务往来，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

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六、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年初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关联方焦作多氟多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各类关联交易金额 139,628.90 万元（不含税）。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2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和关联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

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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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和关联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

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氟基建设承建多氟多阳福年产 2 万吨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二期）项目主装置

厂房工程系公司日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水平协商后确定，定价

公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多氟多阳福本次向关联方采购生产设备系公司日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依

据市场价格水平协商后确定，定价公允。本次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事项

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方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氟基建设承建多氟多阳福年产 2 万吨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二期）项目主装置

厂房工程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水平协商后确定，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提请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项决议时，应依

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本次多氟多阳福向关联方采购生产设备系公司日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

依据市场价格水平协商后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并

提请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项决议时，应依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本次氟基建设承建多氟多阳福年产 2 万吨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二期）项目主装

置厂房工程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水平协商后确定，定价公

允。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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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阳福本次向关联方采购生产设备系公司日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

依据市场价格水平协商后确定，定价公允。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和关联方签订《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且全体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合规；本次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

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

生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多氟多本次子公司和关联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

易事项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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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和关联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严焱辉  左飒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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