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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逸石化”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月12日以传真或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并于2018年1月1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方贤水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1.1《与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签订PTA（精对苯二甲酸）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预计公司2018年聚酯纤维产能产量增加， 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PTA原料偏紧， 为保障公司聚酯纤维的原料来

源，有效提升2018年聚酯纤维的盈利贡献，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盛大化” ）签订

2018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18年度恒逸石化及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向逸盛大化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采

购原材料PTA，采购金额不超过308,000万元。

由于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 公司副总裁朱军民先生担任逸盛大化的董事、 公司监事龚艳红女士同时担任逸盛大化监

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与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签订PX（对二甲苯）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PX的规模采购优势，提高公司在PX市场的话语权，实现公司产品生产及经营效益最大化，同意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与逸盛大化签订2018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18年度恒逸石化及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向逸盛大化

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销售PX，销售金额不超过40,000万元。

由于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 公司副总裁朱军民先生担任逸盛大化的董事、 公司监事龚艳红女士同时担任逸盛大化监

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与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PTA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预计2018年公司聚酯纤维产能产量的增加，为保障原料来源，提升聚酯纤维2018年盈利贡献，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与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逸盛” ）签订2018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18年度恒逸石化及其

指定的下属子公司向海南逸盛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采购原材料PTA，采购金额控制在200,000万元之内。

由于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担任海南逸盛的董事长，公司财务总监朱菊珍女士同时担任海南逸盛的董事，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与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PX及MEG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为有效提升公司采购优势， 进而提升公司竞争优势，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海南逸盛签订2018年度 《产品购销合

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18年度恒逸石化及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向海南逸盛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销售PX和MEG，其中：PX

销售金额不超过40,000万元；MEG销售金额不超过15,000万元。

由于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担任海南逸盛的董事长，公司财务总监朱菊珍女士同时担任海南逸盛的董事，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5《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恒凯能源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逸己内酰胺” ）签订2018年度《产

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18年度恒凯能源向恒逸己内酰胺销售煤炭等能源品，2018年度销售金额控制在60,000万元之

内。

由于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董事楼翔先生、董事王松林先生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公司财务总监朱菊珍女生

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财务总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

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楼翔先生、王松林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子议案进行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6《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共用变电所、采购蒸汽及氨水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高新” ）2018年度与恒逸己内酰胺共用其拥有的一座

110KV变电所，并向恒逸己内酰胺采购蒸汽及氨水，其中：共用变电所预计产生电费金额不超过35,000万元；蒸汽采购金额不

超过10,000万元；氨水采购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由于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董事楼翔先生、董事王松林先生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公司财务总监朱菊珍女生

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财务总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

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楼翔先生、王松林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子议案进行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7《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为提高资源再利用水平，同意公司子公司恒凯能源与恒逸己内酰胺签订2018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18

年度恒逸己内酰胺向公司子公司恒凯能源销售煤渣，2018年度采购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由于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董事楼翔先生、董事王松林先生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公司财务总监朱菊珍女生

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财务总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

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楼翔先生、王松林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子议案进行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8《与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为完善PTA产品的销售渠道，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锦纶” ）签订2018年度

《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18年度恒逸石化及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向恒逸锦纶销售PTA产品，2018年度销售金额控

制在1,000万元以内。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锦纶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而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董事

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董事楼翔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且副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邱

建林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

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楼翔先生、邱奕博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

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9《与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逸鹏” ）签订2018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

内容为2018年度公司及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向嘉兴逸鹏销售能源品和包装物，其中：能源品销售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包装

物销售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嘉兴逸鹏为恒逸集团子公司，而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董事倪徳

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董事楼翔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且副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建林

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

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楼翔先生、邱奕博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

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0《与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的议案》

同意浙江恒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有限” ）及其子公司与嘉兴逸鹏签订2018年度《委托加工合同》，合同主要内容

为2018年度嘉兴逸鹏向恒逸有限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加工服务，金额不超过4,000万元。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为嘉兴逸鹏重要参与方，而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董事

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董事楼翔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且副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邱

建林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

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楼翔先生、邱奕博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

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1《与杭州逸暻化纤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同意恒逸有限及其子公司与杭州逸暻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逸暻” ）签订2018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

内容为2018年度恒逸有限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向杭州逸暻销售PTA、能源品、加弹油和包装物，其中：PTA销售金额不超过

125,000万元，加弹油销售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加弹油销售金额不超过2,200万元，包装物销售金额不超过9,000万元。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为杭州逸暻重要参与方，而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董事

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董事楼翔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且副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邱

建林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

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楼翔先生、邱奕博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

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2《与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同意恒逸有限及其子公司与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逸枫” ）签订2018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

内容为2018年度恒逸有限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向太仓逸枫销售包装物，销售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为太仓逸枫重要参与方，而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董事

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董事楼翔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且副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邱

建林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

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楼翔先生、邱奕博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

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3《与杭州慧芯智识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智能制造技术服务协议的议案》

为提升智能制造应用能力，同意恒逸有限及其子公司与杭州慧芯智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芯智识” ）签订2018

年度《智能制造技术服务协议》，合同主要内容为2018年度慧芯智识向子公司恒逸有限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智能制造

技术服务，2018年度交易金额控制在3,000万元之内。

由于慧芯智识为公司子公司恒逸有限持股30%的公司， 属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的法人，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五）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4《与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及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物流运输服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恒逸物流” ）及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恒逸物流” ）签订《物流运输服务协议》，主要内容为浙江恒逸物流及宁波恒逸物流向恒逸石化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

2018年度物流运输服务，预计服务金额为不超过25,000万元。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恒逸物流及宁波恒逸物流均为恒逸集团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

恒逸集团董事，董事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董事楼翔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且副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属于

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建林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项之规

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楼翔先生、邱奕博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

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2018年1

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函》、《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核查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2018年1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18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公告》（编号：2018-009）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确定2018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恒逸石化各控股子公司经营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筹措资金，提高公司资金管理效率，根据公司2018

年度整体经营计划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结合上一年度（2017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使用情况及公司业务不断

拓展，在审核各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收付款计划、资金需求及融资安排的基础上，经综合平衡后，确定公司对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担保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间互保额度为人民币1,800,000万元， 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64.77%。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详见2018年1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确定2018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核查意见》。

上述担保业务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2018年1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确定2018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公

告》（编号：2018-010）。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18年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为有效管理进出口业务衍生的外汇资产和负债面临的汇率或利率风险，结合公司资金管理要求和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决

定开展2018年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根据公司2018年原料进出口业务、外币贷款等外汇业务金额、周转期限以及谨慎预测原

则，预计2018年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在任何时点的余额不超过25亿美元（其他币种按当期汇率折算成美元汇总），占公司201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49.87%，该金额与2017年外汇衍生品金额保持一致，虽预计2018年公司营收可能会增加，但从公司发展

需要和风险管理综合权衡，就外汇衍生品作出发展过程中的一致性惯例安排，符合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授权期限自2018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相应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额度在该授权期限内循环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详见2018年1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核查意见》。

上述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2018年1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开展2018年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编号：2018-011）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18年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产能和近期原料及聚酯商品价格估算， 为了有效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及控制风险，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

求，公司2018年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合计投资的保证金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元（实物交割金额不计入在内），该

金额与2017年保持一致，是公司发展过程中的一致性惯例安排，也是公司风险管控和套期保值的综合权衡，充分考虑了公司

经营与市场的综合效应。授权期限自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相应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随着

公司的业务模式和内控体系逐步完善，公司将加强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监督和风险管控。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详见2018年1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开展2018年度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核查意见》。

上述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2018年1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开展2018年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编号：

2018-012）。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为提升供给侧改革效应，加快公司对聚酯纤维并购整合，创新“资本+并购+整合”的应用方式，促进公司聚酯纤维的产能

增加和技术升级，抓住行业复苏的有利时机，实现行业引领和效益提升的双重效应。经公司充分研究论证后，公司拟通过子公

司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有限” ）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公司拟通过子公司恒逸有限以自有资金与福建正

麒高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麒高纤” ）共同出资投资设立“福建逸锦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最

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核准名称为准）”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其中恒逸有限认缴13,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65%；正麒高纤认缴7,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35%。恒逸有限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宿

迁逸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称，具体以工商注册核准登记内容为准），从事纳米材料研发，聚酯切片、涤纶短纤、涤纶丝、

化纤原料销售，仓储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等。上述两家子公司设立完成后，将积极参与聚酯纤维产业

的并购整合，提升现有产业装置的技术升级。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月22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考虑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发债资金需用于主营业务经营， 同时为拓宽公司信用资金的来源， 降低信用资金的财务成

本，提高资金的管理效率，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总借款不超过200,000万元的额度范围内向控股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借

款，用于补充日常经营用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12个月，以控股股东2017年全年加权融资成本为基准，拟确定借款年利率为

5.40%；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办理上述借款事项相关文件的签署等事宜，本次借款不提供抵押、质押或担保措施。

由于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董事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董事楼翔同时为恒逸集

团的董事，且副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建林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二）、（三）项之规定，本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 条，

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楼翔先生、邱奕博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函》、《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和《国信证券关于恒逸石化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本次借款事项的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3）。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2018年1月22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8-014）。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03� � �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18-008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 或“公司” ）为提升供给侧改革效应，加快公司对聚酯纤维并购整合，创

新“资本+并购+整合” 的应用方式，促进公司聚酯纤维的产能增加和技术升级，抓住行业复苏的有利时机，实现行业引领和

效益提升的双重效应，经公司充分研究论证后，公司拟通过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有限” ）对外投资

设立子公司。设立的子公司将用于并购整合相关聚酯纤维资产。

（1）恒逸有限拟以自有资金与福建正麒高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麒高纤” ）共同出资投资设立“福建逸锦

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逸锦” ）”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其中恒逸有限认缴13,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

本的65%；正麒高纤认缴7,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35%。

（2）拟通过恒逸有限设立全资子公司“宿迁逸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逸达” ）。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35,

000万元，以自有资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100%。

上述各项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董事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公司独立董事同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的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或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福建正麒高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07月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557551563H

注册资本：70,000万人民币

住所：福建省晋江市英林镇锦兴工业园（原加排盐场）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柯文贵

经营范围：生产差别化化学纤维、复合超细纤维、特种工业切片及从事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服装、纺织品的批发（以

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

关联关系：正麒高纤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正麒高纤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不是重大税收违法当事人。

三、投资标的福建逸锦的基本情况

1、拟设立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逸锦化纤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地：福建省晋江市英林镇锦兴工业园（原加排盐场）

法定代表人：柯文贵

各投资方出资额、出资比例：

公司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恒逸有限

130,000,000 65%

货币

正麒高纤

70,000,000 35%

土地使用权

合计

200,000,000 100%

拟定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聚酯、涤纶短纤、涤纶长丝、化纤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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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管理。

上述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备案结果为准。

2、定价情况

公司以现金形式出资， 拟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正麒高纤以自有的晋江市英林镇加排盐场的土地使用权出

资，该土地面积为129,660.00平方米，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证》权证编号为“晋国用（2010）第00970号” ，终止使用日期为

2057年6月30日。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出具的《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拟与福建正麒高纤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合资设立新公司涉及的出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2503号）显示，拟出资土地

使用权账面价值为7,524.99万元，评估值为7,027.60万元，以该评估价值作为作价依据，最终确定以7,000.00万元作为对合资公

司的出资。

3、合资公司工商注册成立后，正麒高纤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完成产权过户的转移手续。

四、宿迁逸达的基本情况

（1）出资金额、方式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35,000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宿迁逸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称，具体以工商注册核准登记内容为准）；

注册资本：35,0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注册地址：江苏宿迁；

法定代表人：楼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纳米材料研发，聚酯切片、涤纶短纤、涤纶丝、化纤原料销售，仓储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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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备案结果为准。

五、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目前暂未签署相关协议。

六、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两家子公司，满足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行业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公司并购整合及产业升级，

提升聚酯纤维核心竞争力，将会加强一体化产业链，拓展公司在闽南地区和苏北地区的战略布局，更能有效拓展公司的盈利

空间，促进公司的稳定和发展，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本次投资将会增加公司股东的利益，满足公司利益最大

化的要求。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两家子公司是公司在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实施的战略布局，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两家公司均为

新设公司，可能存在公司管理、资源配置、人力资源及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且目前相关投资合同尚未签

署，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应对策和措施进行防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做大做强，有利于聚酯纤维产业升级，是公司推动产业链一体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

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两家子公司的设立，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七、其他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此次投资相关事宜。

八、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03� � �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18-009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恒逸石化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恒逸集团 指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恒逸有限 指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逸盛大化 指 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海南逸盛 指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恒逸己内酰胺 指 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恒逸高新 指 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恒逸锦纶 指 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

恒凯能源 指 浙江恒凯能源有限公司

嘉兴逸鹏 指 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

杭州逸暻 指 杭州逸暻化纤有限公司

太仓逸枫 指 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

香港天逸 指 香港天逸有限公司

慧芯智识 指 杭州慧芯智识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恒逸物流 指 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恒逸物流 指 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DTY� � � � � � � � � � � � � � � � � � � � � �指 涤纶加弹丝

PX�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 对二甲苯

PTA� � � � � � � � � � � � � � � � � � � � � �指 精对苯二甲酸

MEG� � � � � � � � � � � � � � � � � � � � �指 乙二醇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充分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期，公司以供给侧改革为抓手，加快公司对聚酯纤维并购整合，创新“资本+并购+整合”的应

用方式，促进公司聚酯纤维的产能增加和技术升级，实现行业引领和效益提升的双重效应。，依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2017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市场原则，充分考虑定价的公允

性，公司对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预计2018年关联交易有利于发展成长和经营提升，有利于上市公司价

值提升，有利于股东利益的保护。

2017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338,746万元（不含税，未经审计）。2017年1月17日，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2017年8月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2017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2017� 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方贤水先生、邱奕博先生、高勤红女士、王松林先生、朱军民

先生、朱菊珍女士对部分交易事项各自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年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拟分别与逸盛大化、海南逸盛、恒逸己内酰胺、恒逸锦纶、嘉兴逸鹏、杭州逸暻、太仓逸枫、慧

芯智识、浙江恒逸物流及宁波恒逸物流签订2018年度PTA产品购销协议、PX产品购销协议、MEG产品购销协议、能源品产品

购销协议、包装物产品购销协议、加弹油产品购销协议、智能制造服务协议、物流运输服务协议。恒凯能源、恒逸高新拟分别与

恒逸己内酰胺签订了2018年度能源品、煤渣购销协议和共用变电所协议、采购蒸汽及氨水协议。

因逸盛大化、海南逸盛、恒逸己内酰胺、恒逸锦纶、嘉兴逸鹏、杭州逸暻、太仓逸枫、慧芯智识、浙江恒逸物流及宁波恒逸物

流均为公司关联方，且交易事项均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故上述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1. 公司2018年1月19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2. 关联董事方贤水先生、邱奕博先生、楼翔先生、倪德锋先生、王松林先生对部分交易事项各自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

表了独立意见。

3. 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决策权限，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8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2018

年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2017

年度发生金

额（未经审计）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逸盛大化

PTA

市场价

308,000 0 253,191

海南逸盛

PTA

市场价

200,000 0 6,528

小计

508,000 0 259,719

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动力、商

品

恒逸己内酰胺

蒸汽 市场价

10,000 0 1,209

氨水 市场价

300 0 58

煤渣 市场价

500 0 0

电力输送 市场价

35,000 0 23,050

小计

45,800 0 24,317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产品

逸盛大化

PX

市场价

40,000 0 9,573

海南逸盛

PX

市场价

40,000 0 16,483

MEG

市场价

15,000 0 0

恒逸己内酰胺 能源品 市场价

60,000 0 0

恒逸锦纶

PTA

市场价

1,000 0 215

杭州逸暻

PTA

市场价

125,000 0 0

能源品 市场价

5,000 0 0

加弹油 市场价

2,200 0 0

包装物 市场价

9,000 0 0

嘉兴逸鹏

能源品 市场价

3,000 0 0

包装物 市场价

300 0 0

太仓逸枫 包装物 市场价

300 0 0

小计

300,800 0 26,271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嘉兴逸鹏 委托加工 市场价

4,000 0 0

慧芯智识 智能制造 市场价

3,000 0 1,372

浙江恒逸物流

货物运输服务

市场价

25,000 0 13,918

宁波恒逸物流 市场价

小计

32,000 0 15,290

合计

886,600 0 325,597

备注：为充分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期，公司以供给侧改革为抓手，加快公司对聚酯纤维并购整合，创新“资本+并购+整

合”的应用方式，促进公司聚酯纤维的产能增加和技术升级，实现行业引领和效益提升的双重效应。因此，预计2018年的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较2017年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发展成长和经营提升需要， 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如

下：1、新设立两家子公司（福建逸锦化纤有限公司、宿迁逸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增加聚酯纤维产能；2、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增加上市公司产能；3、以技术升级为目的拟通过新建方式增加产品产能；4、己内酰胺规模扩张；5、控股股东恒逸集团参与的

并购基金收购的三个项目运行情况良好，需增加对上市公司的采购；6、自身控股子公司原料供应偏紧，需加大对关联方的采

购。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的授权期限为该等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

二个月。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万

元）

2017

年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逸盛大化

PTA 253,191 280,000 10% -10%

海南逸盛

PTA 6,528 40,000 0% -84%

小计

259,719 320,000 - -

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动力、商

品

海南逸盛 瓶片

1 10,000 100% -100%

恒逸己内酰胺

电力输送

23,050 30,000 100% -23%

蒸汽

1,209 1,100 100% 10%

氨水

58 300 100% -81%

小计

24,318 41,400 -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逸盛大化

PX 9,573 20,000 13% -52%

海南逸盛

PX 16,483 55,000 23% -70%

MEG 15,000 -100%

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

司

MEG 967 1,500 0% -36%

杭州萧山合和纺织有

限公司

DTY 339 5,000 0% -93%

恒逸己内酰胺 苯

5,234 21,000 20% -75%

恒逸锦纶

PTA 215 1,000 0% -79%

恒逸

JAPAN

株式会社

PET 6,608 7,700 3% -14%

小计

39,419 126,200 - -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慧芯智识 智能制造

1,372 3,500 100% -61%

浙江恒逸物流

货物运输服务

13,918 12,200 54% 14%

宁波恒逸物流

小计

15,290 15,700 - -

披露日期及索引

2017

年

1

月

18

日，巨潮资讯网《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7-003

）；

2017

年

8

月

8

日，《关于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88

）；

2017

年

10

月

20

日，《关于新

增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129

）；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关于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142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额有较大差异的原因

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包

括：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发生的金额、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补充协

议的金额，以及尚未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的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

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实

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是因为公司预计

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

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

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实际发生额未超过预计额度，

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

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

发展。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6年4月29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37873094570

3、注册资本：245,645万元

4、住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半岛

5、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7、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沿海港口船舶停靠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8、主要股东：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435,805 1,455,524

总负债

961,555 989,440

银行贷款总额

490,753 518,392

流动负债总额

899,072 868,931

净资产

474,250 466,084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72,684 118,197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

(

人民银行

) AAA AAA

项目

2017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97,760 2,898,050

营业利润

6,781 4,842

净利润

8,300 7,637

10、经查，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二）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0年05月31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5527989627

3、注册资本：358,000万元

4、住所：洋浦经济开发区滨海大道西侧石化功能区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厂区

5、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7、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聚酯切片、聚酯瓶片、涤纶短纤、POY丝、FDY丝、化纤原料的生产、加工、批发、零售；对二甲

苯（PX）、乙酸、乙二醇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

8、主要股东：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锦兴（福建）化纤纺织实业有限公司、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杭州英良贸易有限

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101,299 1,027,619

总负债

804,522 836,921

银行贷款总额

547,193 581,506

流动负债总额

618,451 704,897

净资产

296,778 190,698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

项目

2017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47,976 1,046,480

营业利润

5,495 4,311

净利润

6,108 4,370

10、经查，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三）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时间：2008年01月10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6706049462

3、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4、住所：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农二场）

5、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熊烨

7、主营业务：生产：轻质油、X油、硫磺、苯蒸馏残液、双氧水、水煤气、氢气、环己烷、环己酮；回收：甲苯、叔丁醇、苯、重芳烃

（1,2,4-三甲苯）、甲醇（以上经营范围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生产：己内酰胺、环己醇、硫酸铵（副产）、碳酸钠（副

产）（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许可证有效期内

方可经营）**

8、主要股东：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497,165 405,263

总负债

314,694 251,466

银行贷款总额

116,055 159,475

流动负债总额

191,934 174,208

净资产

182,471 153,797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

项目

2017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9,974 275,637

营业利润

26,084 8,069

净利润

28,675 7,572

10、经查，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四）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3年08月12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074328471J

3、注册资本：21,379万元

4、住所：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围垦十五工段

5、企业性质：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6、法定代表人：楼翔

7、主营业务：差别化民用高速纺锦纶切片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其他合法无须审批的项目

8、主要股东：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开元纺织有限公司、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69,153 46,047

总负债

45,303 24,108

银行贷款总额

19,732 18,511

流动负债总额

28,372 8,897

净资产

23,849 21,939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

项目

2017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2,855 17,469

营业利润

2,726 206

净利润

1,910 254

10、经查，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五）杭州慧芯智识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5年5月7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3418085850

3、法定代表人：汪太平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传化科创大厦1幢703室

5、注册资本：1,500万元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硬件、

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产品；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

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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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杭州慧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638 4

总负债

1,279 3

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1,279 3

净资产

1,359 1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

项目

2017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35

营业利润

-288 -20

净利润

-132 -20

10、经查，杭州慧芯智识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六）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05月19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MA1P1GPBXM

3、法定代表人：潘浩

4、注册地址：太仓市沙溪镇百花北路888号

5、注册资本：77,100万元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差别化、功能化化学纤维；经销纺织原料及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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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杭州信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潘浩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92,064

总负债

15,179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5,179

净资产

76,885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项目

2017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营业利润

-286

净利润

-215

10、经查，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七）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03月01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MA28BLMY30

3、法定代表人：潘浩

4、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洪业路1288号

5、注册资本：80,000万元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经营范围：聚酯切片、FDY长丝的制造、加工和销售；化纤原料的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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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杭州河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银伯乐（杭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99,157

总负债

15,210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1,075

净资产

83,947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项目

2017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165

营业利润

5,198

净利润

3,947

10、经查，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八）杭州逸暻化纤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02月22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8M4DD8Y

3、法定代表人：潘浩

4、注册地址：萧山区红山农场创业路635号

5、注册资本：65,000万元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聚酯切片、涤纶丝、化纤原料；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8、主要股东：杭州河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银伯乐（杭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45,721

总负债

80,669

银行贷款总额

2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0,669

净资产

65,052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项目

2017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558

营业利润

67

净利润

52

10、经查，杭州逸暻化纤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九）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0年09月20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560593094E

3、注册资本：1,000万元

4、住所：萧山区衙前镇项漾村、凤凰村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法定代表人：钱棋

7、主营业务：货运：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罐式）、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第3类、6.1项）（剧毒化学品除外）；

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普通货物搬运装卸）**（上述经营范围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国内水

路运输货物代理**

8、主要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8,666 5,346

总负债

3,031 712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3,031 712

净资产

5,636 4,634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

项目

2017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039 9,220

营业利润

1,313 -879

净利润

1,262 -851

10、经查，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十）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1年07月20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577539326J

3、注册资本：5,000万元

4、住所：北仑区戚家山街道港口路8号3幢1号行政办公楼106室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法定代表人：钱棋

7、主营业务：道路货物运输：货运：货物专用运输（罐式）；普通货物仓储、国际货运代理、国内水路货运代理；化工原料及

产品的批发、零售。

8、主要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1,805 17,341

总负债

13,366 9,485

银行贷款总额

5,000 4,000

流动负债总额

13,366 9,485

净资产

8,439 7,856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

项目

2017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310 11,449

营业利润

767 601

净利润

577 567

10、经查，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三、关联关系

（一）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说明

逸盛大化

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公司副总裁朱军民先生担任逸盛大化的董事、公司监事龚艳红女士同时

担任逸盛大化监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之规定。

海南逸盛

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担任海南逸盛的董事长， 公司财务总监朱菊珍女士同时担任海南逸

盛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之规定

恒逸己内酰胺

由于公司董事长方贤水先生、董事楼翔先生、董事王松林先生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公

司财务总监朱菊珍女生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财务总监，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三）项之规定。

恒逸锦纶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锦纶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而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

团董事，董事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董事楼翔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且邱奕

博先生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建林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二）、（三）项之规定。

慧芯智识

慧芯智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恒逸有限持股

30%

的公司，属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

公司有特殊关系的法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项之规定。

嘉兴逸鹏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为恒逸集团为嘉兴逸鹏重要参与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项之规定。

杭州逸暻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为杭州逸暻重要参与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五）项之规定。

太仓逸枫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为太仓逸枫重要参与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五）项之规定。

浙江恒逸物流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恒逸物流为恒逸集团全资子公司，而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

逸集团董事，董事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董事楼翔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且

邱奕博先生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建林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三）项之规定。

宁波恒逸物流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恒逸物流为恒逸集团全资子公司，而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

逸集团董事，董事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董事楼翔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且

邱奕博先生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建林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三）项之规定。

（二）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名称 履约能力说明

逸盛大化

为国内大型

PTA

生产企业之一，生产装置先进，与公司已保持多年的稳定合作关系，完全有能力按

照双方协商要求及时提供

PTA

原料，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海南逸盛

为公司与荣盛石化等合资方合资新建的国内大型

PTA

、瓶片生产企业，生产装置先进，有能力按照

本公司要求供应约定数量、质量优异的

PTA

、瓶片产品以及采购约定数量的

PX

、

MEG

产品，公司董

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恒逸己内酰胺

为公司与中国石化的合资公司，公司资金、技术人员实力雄厚，己内酰胺（

CPL

）项目盈利良好，公

司董事会认为其有能力履行向公司采购约定数量苯的协议， 并且其变电所的运转也将是长期且

稳定的，能够保障恒逸高新电源输送的稳定，公司董事会认为双方均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发生

坏账的风险非常小。

恒逸锦纶

为国内锦纶切片生产企业之一，生产装置先进，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经营稳定，

货款能按时结清，发生坏账的风险较低。

慧芯智识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

30%

的企业，拥有多项化纤智能制造专利技术，有能力按照公司要求提供

约定的智能制造技术服务，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嘉兴逸鹏

有能力向公司采购约定数量、质量优异的能源品和包装物，并向公司提供委托加工服务，公司董

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杭州逸暻

有能力向公司采购约定数量、质量优异的

PTA

、能源品、加弹油和包装物，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

在履约能力障碍。

太仓逸枫 有能力向公司采购约定数量的包装物，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浙江恒逸物流 具备较强的石化化纤产品物流运输能力， 有能力按照本公司要求提供公司产业链内各种产品的

运输服务，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向逸盛大化采购PTA

恒逸石化与逸盛大化签订的《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需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 需方及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向供方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采购其生产的PTA，2018年度PTA采购金额

控制在308,000万元之内；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

定价。PTA价格参考CCF和中纤网两家信息公司每月公布的全月均价；

交易价格：以逸盛大化对外月度PTA报结价为准；

结算方式：3个月内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2、向逸盛大化销售PX

恒逸石化与逸盛大化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需方：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需方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向供方及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采购PX，2018年度PX销售金额控制在40,000

万元之内；

定价原则和依据：参考ACP合约价、普氏现货报价，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以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加一定费用；

结算方式：国际信用证和电汇。

3、向海南逸盛采购PTA

恒逸石化与海南逸盛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需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 需方及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向供方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采购其生产的PTA，2018年度PTA采购金额

控制在200,000万元之内；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

定价。PTA价格参考CCF和中纤网两家信息公司每月公布的全月均价；

交易定价：以海南逸盛对外月度PTA报结价为准；

结算方式：3个月内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4、向海南逸盛销售PX、MEG

恒逸石化与海南逸盛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需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 需方向供方及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采购PX和MEG，2018年度PX销售金额控制在40,000万元之内；2018

年度MEG销售金额控制在15,000万元之内；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

定价；

交易定价：以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加一定费用；

结算方式：3个月内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5、向恒逸己内酰胺提供能源品

恒凯能源与恒逸己内酰胺签订的关于能源品的《产品购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浙江恒凯能源有限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内容：供方向需方供应煤炭等能源品，2018年度采购金额控制在60,000万元之内；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

定价；

交易定价：以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加一定费用；

结算方式：需方收货后5个工作日内向供方支付费用，并存入供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6、与恒逸己内酰胺共用变电所、采购蒸汽及氨水

恒逸高新与恒逸己内酰胺签订的《共用变电所、采购蒸汽及氨水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与供方共用其拥有的一座110KV变电所，并向供方采购蒸汽及氨水；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或以供电所提供的电价定价。其中，蒸汽价格以供方

当月动力煤的实际平均进货价格作为定价结算依据，每月调整一次。

交易定价：对于共用变电所，根据共用期间恒逸高新的分电表数字与相应需分担的损耗及折旧计算金额，并以此金额向

恒逸高新开具发票，收取费用；对于蒸汽及氨水，根据供方所对应采购原料成本加上需方应分担的其他成本、损耗及折旧计算

金额；

结算方式：3个月内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7、向恒逸己内酰胺采购废料

恒凯能源与恒逸己内酰胺签订关于废料的《产品购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需方：浙江恒凯能源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需方向供方采购煤渣；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或以供电所提供的电价定价；

交易定价：以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加一定费用；

结算方式：3个月内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8、向恒逸锦纶销售PTA

恒逸石化与恒逸锦纶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需方向供方及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采购其生产的PTA，2018年度PTA采购金额控制在1,000万元之内；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

定价。PTA价格参考CCF和中纤网两家信息公司每月公布的全月均价；

交易定价：以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加一定费用；

结算方式：3个月内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9、向嘉兴逸鹏销售包装物和能源品

恒逸石化与嘉兴逸鹏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需方：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供方及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向需方销售包装物和能源品，其中：包装物销售金额控制在300万元之内；

能源品销售金额控制在3,000万元之内；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

定价；

交易定价：以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加一定费用；

结算方式：3个月内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10、嘉兴逸鹏向公司提供委托加工服务

恒逸有限与嘉兴逸鹏签订的《委托加工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供方向需方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加工服务，加工费金额控制在4,000万元之内；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

定价；

交易定价：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结算方式：3个月内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11、向杭州逸暻销售PTA、能源品、加弹油和包装物

恒逸石化与杭州逸暻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需方：杭州逸暻化纤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供方及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向需方提供PTA、能源品、加弹油和包装物，其中：PTA销售金额不超过125,

000万元，能源品销售金额不超过在5,000万元，加弹油销售金额不超过2,200万元，包装物销售金额不超过9,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

定价；

交易定价：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结算方式：3个月内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12、向太仓逸枫销售包装物

恒逸有限与太仓逸枫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需方：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供方及其指定的子公司向需方提供包装物，销售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

定价；

交易定价：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结算方式：3个月内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13、向慧芯智识采购智能制造技术服务

恒逸有限与慧芯智识签订的《智能制造技术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杭州慧芯智识科技有限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供方向需方及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智能制造技术服务，服务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

定价；

交易定价：各项目标准由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结算方式：3个月内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14、向浙江恒逸物流及宁波恒逸物流采购物流运输服务

恒逸石化与浙江恒逸物流及宁波恒逸物流签订的《物流运输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需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供方向需方及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提供原料及产品的物流运输服务；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

定价；

交易定价：各项目运输费标准由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结算方式：承兑或现汇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或电力部门确定的电价为基础，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

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框架协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

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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