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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审核意见：公司（含附属企业，下同）与巨化集团

（含附属企业，下同）签订《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为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有利于规范双方日常经营关联

交易行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专业协作，控制成本，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保障生产经营安全与稳定，未发现

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本着公平公允原则及参照市场价协定交易价格，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

案的表决，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制度规定，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

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须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四）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与巨化集团（含附属企业） 在过去一年内的关联交易事项进展情况详见同期披露的临2018－

023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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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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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日常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

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安排合理，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有利于双方专业协作、优势互补，

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控制成本，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保障生产经营安全与稳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关

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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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8日，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17年度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年度计划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 ）。关联董事汤月明、徐仁良、郑积林、王柱回避了本议案的表

决。

本议案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

案的投票权。

2、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该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安

排合理，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有利于双方专业协作、优势互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增强公司盈利能

力，保障生产经营安全与稳定，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与股东利益；关联董事

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我们同意该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相关内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议案的审核意见：该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安排合理，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所必需，有利于双方专业协作、优势互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控制成本，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保障生产经营

安全与稳定，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本着公平公允原则及参照市场价协定交易价格，关

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制度规定，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关

联交易议案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须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议案的投票权。

4、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审核意见：本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定价合理，决策

程序合法，有利于双方专业协作、优势互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控制成本，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保障生产经

营安全与稳定，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表1.1：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17

年度预计

金额

2017

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

司

购买油漆

20.00 0.00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氟石膏

97.50 94.56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仪表空气

2.00 0.00

浙江巨化电石有限公司 电石

、

氧气

0.00 10.99

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

公司

辅助原材料

1,600.00 2,612.34

主系清源餐厨项目设备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除盐水等

257.20 183.60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土地及构筑物

(

清源

)

、

蒸汽

50.00

巨化衢州公用有限公司 水费

197.40 138.98

浙江衢州氟新化工有限公

司

氟石膏

247.50 323.50

主系氟石膏采购单价上

升

浙江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零星采购

4.00 69.64

主系危废扩能项目用

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

司

零星采购

0.03 0.00

衢州衢化印刷厂 零星采购

0.00 0.00

浙江巨化自动化仪表有限

公司

铂电阻

、

辅料

14.00 16.51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零星采购

3.00 0.00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

化厂

液碱

/

次氯酸钠

200.00 397.50

主系污水二期用量增加

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

司

工程改造

、

修理费

50.00 780.67

工程发票

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

运费

200.00 85.97

巨化集团公司兴化实业有

限公司

物管费等

200.00 444.79

主系增加工程绿化费

杭州巨化宾馆 其他

0.50 0.00

浙江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咨询费

10.00 13.49

巨化集团公司培训中心 培训费

3.50 2.91

浙江巨化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检测费

25.00 0.00

巨化集团公司新闻中心 其他

4.00 2.73

衢州衢化宾馆 其他

1.00 2.90

浙江南方工程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监理费

5.00 153.40

主系工程项目增加

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

司

零星采购

0.00 0.00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零星采购

0.00 26.15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公用分

公司

水电费

0.00 2,709.38

主系供电公司和公用分

公司合并

浙江巨化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检测费

0.00 40.36

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

修理费

、

外协加工

0.00 0.34

巨化控股有限公司 咨询费

0.00 0.00

浙江巨化物流有限公司 其他

0.00 14.92

衢州华瑞工程造价咨询有

限公司

咨询费

0.00 5.05

浙江巨化物流工业新城加

油站

其他

0.00 0.08

小计

3,191.63 8,130.76

向关联人购

买燃料和动

力

巨化集团公司供电分公司 电费

2,420.96 0.00

主系供电公司和公用分

公司合并

小计

2,420.96 0.00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

商品

浙江菲达菱立高性能烟气

净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除尘器

2,294.00 1,662.39

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销

售

，

工程进度差异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水泥

0.50 0.00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废物处置

/

污水处理

780.00 1,145.30

主系污水量增加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氟

聚厂

废物处置

6.40 0.00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氟

聚厂

污水处理

280.00 198.20

浙江巨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废物处置

10.00 0.00

浙江巨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8.00 0.00

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

司

污水处理

、

废物处置

1,828.00 2,286.65

主系污水量增加

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

司

水泥

15.00 2.60

巨化集团公司制药厂 污水处理

/

污泥处理

26.90 98.23

主系污水量增加

巨化集团公司制药厂 污水处理

25.00 0.00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中压蒸汽

1,184.00 1,232.90

主系蒸汽产量增加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流量计

2.00 0.00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环保设备

838.50 1,048.63

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销

售

，

工程进度差异

浙江衢州巨塑化工有限公

司

废物处置

4.80 0.00

浙江衢州巨塑化工有限公

司

固废处理

12.00 2.46

浙江歌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物处置

11.00 7.68

浙江博瑞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

0.30 77.39

主系博瑞电子本年转生

产

巨化集团公司再生资源开

发中心

房租费等

7.00 21.36

浙江锦华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废物处置

/

污水处理

12.00 108.26

主系污水及废物处置量

增加

浙江巨化汉正新材料有限

公司

废物处置

5.20 51.05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硫

酸厂

污水处理

115.00 144.13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

化厂

污水处理

450.00 858.89

主系污水量及一般固废

量增加

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

污水处理

5.00 60.07

浙江巨化新联化工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

35.00 41.87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运输分

公司

污水处理

1.00 0.88

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8.00 5.13

浙江巨化汉正新材料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

35.00 0.00

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

15.00 0.00

浙江锦华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固废处置

/

污水处理

70.00 0.00

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

6.00 17.24

浙江兰溪巨化氟化学有限

公司

固废处理

4.00 0.00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有

机氟厂

污水处理

9.00 0.00

浙江衢州氟新化工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

5.00 8.04

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

3.00 8.48

浙江巨化凯蓝新材料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

15.00 0.00

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300.00 378.45

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

司

工程改造

/

环保设备

11,500.00 3,869.77

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销

售

，

工程进度差异

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

公司

环保设备

1,505.10 1,796.58

兴化实业有限公司晶体材

料厂

乙炔等

0.00 12.96

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

/

乙炔

0.00 8.00

浙江巨程钢瓶有限公司 乙炔等

0.00 3.47

山东菲达生态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电气配件

0.00 200.85

山东菲达系

6

月份并入

小计

21,431.70 15,357.91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

加工费

200.00 0.00

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

司

工程改造

70.00 0.00

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

运费

4.00 0.00

巨化集团公司兴化实业有

限公司

物管费

75.00 6.92

浙江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咨询费

12.00 0.00

浙江巨化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检测费

21.00 0.00

衢州华瑞工程造价咨询有

限公司

审核费

2.00 0.00

浙江科健安全卫生咨询有

限公司

安全评价费

4.00 0.00

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

修理费

1.00 0.00

巨化集团公司培训中心 培训费

1.00 0.00

小计

390.00 6.92

合计

27,434.29 23,495.59

说明：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预计2017年度上述日常关

联交易发生额为27,434.29万元，鉴于年度生产、服务、市场价格等变化客观存在，上述计划的关联交易项目

（品种）不排除增加或减少，实际发生总金额允许在计划总额的±20％幅度内变动。公司2017年度实际日常

关联交易总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表1.2：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

内容

前次

预计金额

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

司存款

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存款 日均余额

≤25000

万元 日均余额

≤25000

万元 无重大差异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

司贷款

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贷款 日均余额

≤50000

万元 日均余额

≤50000

万元 无重大差异

说明：根据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与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合作协议》（协

议有效期：2017年6年18日～2018年6月17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账

户上的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2.5亿元；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

过5.0亿元授信额度（包括借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及其他各类授信）。公司2017年度存贷款日均余额符合

上述条款规定，期末存款余额为23,365.84万元，贷款余额为28,900万元。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生产经营及资金调度实际情况，参照当前市场价，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如下：

表2.1：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18

年度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

）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

年初

至

3

月末数

据

)

［

注

1

］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购

买原材料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消防器材

25.00 100.00 0.00 26.15 100.00

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

化厂

次 氯 酸 钠

、

液

碱

560.00 100.00 147.05 397.50 100.00

污水二期消耗

增加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

公司

仪表空

、

氟 石

膏

95.00 23.00 27.32 94.56 23.00

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

备分公司

辅料及设备

230.00 4.20 20.16 2,612.34 19.50

18

年项目采购

减少

浙江巨化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电脑耗材 及信

息服务

302.00 85.00 91.25 69.64 85.25

浙江巨化电石有限公

司

高纯氮

33.00 100.00 5.60 10.99 100.00

巨化集团公司热电厂

除盐水

、

压 缩

空气等

226.00 100.00 40.20 183.60 100.00

浙江衢州氟新化工有

限公司

氟石膏

330.00 77.00 86.56 323.50 77.00

浙江巨化自动化仪表

有限公司

铂电阻

、

辅料

18.00 95.00 5.82 16.51 95.00

巨化衢州公用有限公

司

水费

0.00 138.98 100.00

17

年公用有限

公司已合并到

公用分公司

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

修理费

，

外 协

加工

0.00 0.34 0.05

浙江巨化物流公司工

业新城加油站

其他

0.00 0.08 0.01

浙江菲达通球环保管

业有限公司

设备配套件

100.00 1.00 0.00 1.13

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

限公司

采购生产 用油

漆

5.00 1.00 0.00 1.00

无较大差异

浙江菲达菱立高性能

烟气净化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设备

4,649.00 0.00 0.00

小计

6,573.00 423.96 3,874.19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燃 料 和 动

力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公

用分公司

水电

2,932.00 100.00 568.90 2,709.38 100.00

熟料产量增加

及废液处置项

目

小计

2,932.00 568.90 2,709.38

向 关 联 人 销

售产品

、

商品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

司电化厂

房租

、

一般 污

泥

、

污水处理

1,310.00 10.05 362.77 858.89 9.24

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

任公司

高 浓 度 污 水

、

污水处理等

2,262.30 17.20 556.62 2,286.65 19.30

巨化集团公司制药厂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117.00 0.85 28.65 98.23 1.00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

司

中压蒸汽

1,233.80 50.00 344.11 1,232.90 43.00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13.00 0.10 0.30 0.00 0.15

浙江衢州巨塑化工有

限公司

废物处置费

2.46 0.01 0.00 2.46 0.01

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

有限公司

废物处置费

8.99 0.03 0.00 8.48 0.03

浙江歌瑞新材料有限

公司

废 物 处 置 费

、

一般污泥

8.02 0.02 0.00 7.68 0.02

衢州巨化再生资源科

技有限公司

房租等

21.36 10.00 0.00 21.36 10.00

浙江锦华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废物处置

110.08 0.77 26.22 108.26 1.13

浙江巨程钢瓶有限公

司

废物处置

4.80 0.01 0.10 3.47 0.01

巨化集团兴化实业有

限公司

污水处理

5.00 0.04 6.92 0.05

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

0.00 378.45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

司

烟气脱硫设备

1,000.00 0.00 1,048.63

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

限公司

电控设备

5,285.50 8.00 1,967.20 3,869.77 0.00

山东菲达生态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电控设备

1,000.00 2.00 0.00 200.85 0.87

浙江菲达菱立高性能

烟气净化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环保设备

1,900.00 0.00 0.00 1,662.39 6.20

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

备分公司

环保设备

1,000.00 10.00 0.00 1,796.58 14.62

小计

15,282.31 3,285.97 13,591.97

向 关 联 人 提

供劳务

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硫

酸厂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180.00 1.39 46.57 144.13 1.57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1,210.00 6.47 218.26 1,145.30 8.44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

司氟聚厂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200.00 1.54 51.15 198.20 2.16

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

限公司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2.50 0.02 0.00 2.60 0.03

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5.00 0.04 2.04 60.07 0.05

浙江巨化新联化工有

限公司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0.00 0.00 0.00 41.87 0.46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运

输分公司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0.80 0.01 0.00 0.88 0.01

浙江衢州氟新化工有

限公司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18.00 0.14 4.66 8.04 0.09

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5.00 0.04 0.45 5.13 0.06

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20.00 0.15 1.56 17.24 0.19

浙江巨化汉正新材料

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60.00 0.46 14.66 51.05 0.56

浙江博瑞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30.00 0.23 4.32 77.39 0.84

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

限公司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8.00 0.06 0.00 8.00 0.09

兴化实业有限公司晶

体材料厂

污水处理 及废

物处置

12.00 0.09 0.00 12.96 0.14

小计

1,751.30 343.67 1,772.86 14.69

接 受 关 联 人

提供的劳务

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

限公司

工 程 劳 务

、

修

理费

175.00 5.00 57.71 780.67 5.20

本年工程劳务

减少

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

配 载 服 务 费

、

修理费

12.50 78.50 3.24 85.97 85.00

浙江清科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环保咨询

30.00 100.00 12.26 13.49 100.00

巨化集团公司培训中

心

培训费

2.60 100.00 0.15 2.91 100.00

浙江巨化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检测费

40.00 49.00 19.38 40.36 48.50

浙江南方工程建设监

理有限公司

监理费

69.00 100.00 0.00 153.40 100.00

本年项目减少

衢州华瑞工程造价咨

询有限公司

造价咨询费

13.00 100.00 7.97 5.05 100.00

浙江巨化物流有限公

司

其它

0.00 0.00 0.00 14.92 100.00

上年为非经常

性交易

衢州巨化传媒有限公

司

电视广告费

3.00 100.00 0.53 2.73 100.00

衢州衢化宾馆 餐费及住宿费

3.30 15.00 0.93 2.90 13.09

衢州市新前景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等

5.00 100.00 1.28 0.00 0.00

上年度在兴化

公司核算

巨化集团公司兴化实

业有限公司

工作餐

、

物 业

管理

、

绿 化费

及工程

195.00 100.00 75.62 444.79 94.89

本年度项目绿

化工程减少

浙江科健安全卫生咨

询有限公司

咨询费

7.00 100.00 0.00 0.00

小计

555.40 179.07 1,547.19

合计

27,094.01 4,801.57 23,495.59

注1：因结算与统计汇总滞后，本项数据为年初至3月末数据。

上述关联交易计划，依据公司与巨化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及与参股公司浙江

菲达通球环保管业有限公司、浙江菲达菱立高性能烟气净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

司、山东菲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日常交易安排编制。鉴于年度生产、服务、市场价格等变化客观存在，

上述关联交易项目（品种）不排除增加或减少，关联交易总金额允许在±20％幅度内变动。

表2.2：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

内容

本次预计金额

［

注

1

］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

）

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发生余

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

）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在 关 联 人 的 财 务

公司存款

巨化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存款

日均余额

≤

25000

万元

5193.04

日 均 余 额

≤

25000

万元

在 关 联 人 的 财 务

公司贷款

巨化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贷款

日均余额

≤

50000

万元

31900

日 均 余 额

≤

50000

万元

注1：在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存贷款根据公司与其签署的《金融服务合作协议》执行。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1、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泛海国际中心2幢1801、1802、1901、1902、2001、2002室

法定代表人：胡仲明

注册资本：40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13112M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内、外期刊出版（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许可证》），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鉴定

许可证》），化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化学纤维、医药原料、中间体及成品（限

下属企业）、食品（限下属企业）的生产、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矿产品、

包装材料、针纺织品、服装、文体用品、工艺美术品、煤炭的销售，发供电、按经贸部批准的商品目录经营本集

团产品、技术和所需原材物料的进出口业务，承办“三来一补” 业务，承接运输和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安

装，广播电视的工程设计安装、维修，实业投资，经济信息咨询，培训服务，劳务服务，自有厂房、土地及设备

租赁，汽车租赁，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装饰、装潢的设计、制作，承办各类文体活动和礼仪服务，城市供水

及工业废水处理（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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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巨化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与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

未经审计，2017年末，巨化集团有限公司本部资产总额231.86�亿元，净资产107.30亿元；2017年度，巨化

集团有限公司本部营业总收入0.88亿元，净利润0.89亿元。

2、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地：衢州市巨化集团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雷俊

注册资本：22359.22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经营（范围详见《衢州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批准证书》、《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钢质焊接气瓶的检测（凭《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经营）。 机器设备的维

修服务，产品分析、检验、包装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详见外经贸部批文）。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17.54亿元，净资产9.71亿元；2017年

度，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31.24�亿元，净利润2.00亿元。

3、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

公司类型(性质）：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

法定代表人：郑剑

营业场所：衢州市巨化北一道165号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批发（无仓储）（具体品名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化工原料及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化学纤维、医药原料中间体、机电设备（不含汽车）、金属材料及矿产

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煤炭、粉煤灰（不得设置堆场）、建筑材料、包装材料销售；自有房产出租；汽

车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互联网信息）；经济贸易咨询。

未经审计，2017年末， 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8.28� 亿元， 净资产1.11亿元；

2017年度， 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18.79亿元，净利润0.17亿元。

4、浙江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谢方友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注册地址：衢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

经营范围：提供网上交易平台和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业务）（不含新闻、教育、出版、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和电子公告等内容的信

息服务业务）（凭有效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互联网信

息）；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网络设备、电线电缆、

光纤、通信终端设备、家用电器销售；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市场经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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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30亿元，净资产0.21亿元； 2017

年度，浙江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51亿元，净利润0.10亿元。

5、浙江巨化电石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项伟

注册资本：35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衢化

经营范围：液氧、氧气、氮气、氩气、二氧化碳（压缩的）生产（凭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医用气

体[氧（空分、分装）]生产（凭有效《药品生产许可证》经营）；钢质无缝气瓶检验；非标设备制造及安装；石

灰氮销售；相关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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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巨化电石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42亿元，净资产-1.05亿元；2017年度，

浙江巨化电石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38亿元，净利润-0.22亿元。

6、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衢州市高新技术园区纬五路38号

法定代表人：毛双华

注册资本：2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本公司内发电,供热、供除盐水;集中供压缩空气;石灰石销售;煤炭(无储存)销售;脱硫石膏生

产、销售;锅炉、起重机械维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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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18.10亿元，净资产6.70亿元；2017年度，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15.42亿元，净利润-0.03亿元。

7、浙江衢州氟新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俊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注册地址：衢州市柯城区念化路8号6幢209、211室

经营范围：无水氢氟酸、工业氢氟酸、氟硅酸生产（凭《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8年1月27日

止）； 氟石膏生产、销售；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销售；货物进出口

（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衢州氟新化工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3.05亿元，净资产1.02亿元；2017年

度，浙江衢州氟新化工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16.38亿元， 净利润0.87亿元。

8、浙江巨化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衢州市衢化中央大道243号（原仪表试验大楼）

法定代表人：施国有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以下经营范围限分公司经营:危险化学品批发(无仓储,具体品名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安装,供应用仪表、其他通用仪表及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以上经营范围涉

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仪器仪表、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萤石、金属材料、

装饰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销售。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巨化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20亿元，净资产0.06亿元；2017

年度，浙江巨化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21亿元，净利润0.00亿元。

9、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国有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地址：衢州市巨化中央大道197号1幢一楼

经营范围：高压容器A1级、第三类低、中压容器A2级、焊接气瓶B2级、罐式集装箱C3级制造、修理(以上

经营范围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高压容器A1级、第三类低、中压容器A2级、罐式集装箱C3级设计;高压容器A1

级、第三类低、中压容器A2级、焊接气瓶B2级、罐式集装箱C3级销售;非标设备制造、修理、销售;成套机电仪

设备销售;合同能源管理;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衢州市柯城区衢化街道厂二路17

号,从事可重复充装焊接钢瓶、罐式集装箱、高压储罐、有色金属制品、换热器、非标设备及金加工制造;货物

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4.35亿元，净资产0.83亿元；2017年

度，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2.76亿元，净利润-0.03亿元。

10、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巨化集团技术中心大楼

法定代表人：王树华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及应用研究;科研、科研性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相关技术咨询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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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1.37亿元，净资产0.73亿元； 2017

年度，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77亿元，净利润-0.21亿元。

11、巨化集团公司公用分公司

注册地：衢州市柯城区巨化中央大道

法定代表人：赵海林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

经营范围：本公司内电的供应；通讯服务；供水；污水处理；水电通讯工程的建设（涉及许可证的须凭证

经营）。

未经审计，2017年末，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公用分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7.59亿元，净资产1.39亿元；2017

年度，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公用分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15.74亿元，净利润-0.51亿元。

12、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韩金铭

注册地址：衢州市柯城区花园街道北一道186号

经营范围：年产:氢氧化钠(折100%)、液氯、工业氢、盐酸(31%)、盐酸(36%)、氯化氢、乙炔、偏氯乙烯、次氯

酸钠、偏氟乙烯(VDF)、三氯乙烷(中间产品),年副产:稀硫酸(60%~80%)、二氯乙烷、25%副产氢氟酸、氯油(1,1,

2-三氯乙烷30%、三氯乙烯25%、1,1-二氯乙烯15%)、盐酸(25%)、盐酸(20%,含氢氟酸5%);年回收:氯乙烯(凭有

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食品添加剂(烧碱、盐酸、氯化钙)生产及销售;氯化钙生产及销售;盐酸(不带储存

经营)(凭有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PVDC树脂、PVDC乳液生产及销售;聚偏氟乙烯(PVDF)生产

及销售;1,1-二氯-1-一氟乙烷生产及销售;家电维修;搬运装卸服务;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

制毒化学品除外)、塑料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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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 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本部报表资产总额6.04亿元， 净资产2.36亿元；2017年

度，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25.78亿元，净利润2.32亿元。

13、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俊

注册资本：102067万元

注册地址：衢州市柯城区巨化北二道56号

经营范围：年产：环己酮（环己醇、环己烷）、硫酸羟胺（中间产品）、轻质油（副产品）、X油（副产品）、

CPL乳液、己内酰胺、硫酸铵生产、销售（以上经营范围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润滑油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

可证经营）；对外投资；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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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10.29亿元，净资产6.96亿元；2017

年度，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15.86亿元， 净利润-1.90亿元。

14、巨化集团公司制药厂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周强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花园

经营范围：原料药（二氟尼柳）生产（凭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经营）；年产：氧甲基异脲硫酸盐、甲

醇（副产）、硫酸（副产）、二氟乙酸乙酯、氟化钠（副产）、精制硝酸胍（凭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经

营）；化肥：硫酸铵生产、销售；化工产品研发；化工技术研发、咨询；对外投资；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

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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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巨化集团公司制药厂（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54亿元，净资产-1.67亿元；2017年

度，巨化集团公司制药厂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25亿元，净利润-0.30亿元。

15、浙江衢州巨塑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金铭

注册资本：350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衢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俄科技合作园25号地块东侧二幢

经营范围：氯乙烯(回收)、盐酸、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副产)、四氯乙烷(中间产品)、无水氯化氢、三氯乙烯

低沸物(副产)生产及销售;�聚氯乙烯树脂生产、销售;聚偏二氯乙烯树脂、聚偏二氯乙烯乳液生产、销售;2-溴

七氟丙烷、食品用塑料包装材料、无水氯化钙、PVC回收树脂销售。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衢州巨塑化工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4.52亿元，净资产2.30亿元；2017年

度，浙江衢州巨塑化工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3.88�亿元，净利润-0.07亿元。

16、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俊

注册资本：113014.1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北二道60号(浙江衢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俄科技合作园内)

经营范围：二氟甲烷、1,1,1,2-四氟乙烷、氯化氢(副产)、12~14%氢氟酸(副产)生产(凭有效的《衢州市危

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批准证书》经营);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未经审计，2017年末， 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16.57亿元， 净资产15.04亿元；

2017年度，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16.89亿元，净利润2.30亿元。

17、浙江歌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志康

注册资本：1亿元

注册地址：衢州市东港七路118号

经营范围：含氟新材料的研发;含氟特种功能材料生产、销售;含氟塑料制品生产、销售;晶体硅太阳能电

池组件研发、生产、销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管理、维护;分布式光伏发电;售电业务经营;压力管道元

件设计、制造;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矿产品销售;对外投资;化工技术研发、咨询;货物、

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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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 浙江歌瑞新材料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3.13亿元， 净资产0.96亿元；2017年

度，浙江歌瑞新材料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1.66亿元，净利润0.13亿元。

18、衢州巨化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仁良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巨化生活区

经营范围：再生资源技术开发;废旧物资收购;工业废渣、废气、废液(除危险废物外)回收;批发、零售:金属

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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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衢州巨化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05�亿元，净资产0.02亿元；

2017年度，衢州巨化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04亿元，净利润0.01亿元。

19、浙江锦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谢方友

注册资本：70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衢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俄科技合作园A-25-5号

经营范围：异丁氧基乙烯、固体硫酸羟胺生产(凭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 丁酮肟、氯醚树脂生

产、销售;化工技术研发及咨询;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建材、润滑油销售;对外投资;货

物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装卸搬运服务(涉及许可证制度的除外);

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衢州市绿茵路38号,从事丙酮肟、甲基三丁酮肟基硅烷、甲基三甲氧基硅烷、改性甲基

三丁酮肟基硅烷、乙烯基三丁酮肟基硅烷、副产氯化铵生产、销售。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锦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1.89亿元，净资产0.97亿元；2017

年度，浙江锦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1.96亿元，净利润-0.30亿元。

20、浙江巨程钢瓶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国有

注册资本：52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海力大道7号

经营范围：钢瓶制造、销售(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化工原料及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物品),

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限制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巨程钢瓶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1.06亿元，净资产0.80亿元；2017年度，

浙江巨程钢瓶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1.79亿元，净利润0.04亿元。

21、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硫酸厂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王爱国

注册地址：衢州市柯城区中央大道252号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具体品名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化工产品及原

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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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硫酸厂（本部）报表资产总额1.68亿元，净资产-0.05� 亿元；

2017年度，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硫酸厂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2.58亿元，净利润-0.05亿元。

22、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氟聚厂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余考明

注册地址：衢州市柯城区花园乡（巨化集团公司内）

经营范围：六氟丙烯、八氟环丁烷、氢氟酸（回收）、氟化钾（回收）、偏氟乙烯、盐酸（副产）、四氟乙烯

生产（凭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 全氟乙丙烯、聚偏氟乙烯、八氟异丁基甲醚（副产）、五氟乙烷生

产、销售；提供有关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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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氟聚厂本部报表资产总额11.79�亿元， 净资产0.33亿元；

2017年度，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氟聚厂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10.94亿元， 净利润0.33亿元。

23、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施国有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巨化中央大道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钢结构工程;锅炉安装、改造、维修;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机电产品及配件、办公用品、装饰材料、电

子计算机销售;工程测量、地籍测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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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1.38亿元，净资产0.26亿元；2017年

度，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2.61亿元，净利润0.01亿元。

24、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金元

注册资本：1050万元

注册地址：衢州市柯城区厂二北路11号1幢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机动车维修;道路运输站(场)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不带储存,具体品名详见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机械设备安装、维修;汽车租赁;汽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计算机及配件、耗材、通讯器材、电子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阀门销

售;计算机及配件维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网络工程服务;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接受委托代办订舱、仓

储;集装箱拼装拆箱;报关、报检、报验;缮制有关单证,交付运费,结算、交付杂费及相关信息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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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 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74亿元， 净资产0.30亿元；

2017年度，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3.34亿元，净利润0.01亿元。

25、巨化集团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丰传宝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巨化稻香村

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有效期至2018年09月11日止)铁路车辆运输及出租。

未经审计，2017年末，巨化集团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2.70亿元，净资产2.02亿元；2017

年度，巨化集团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1.07亿元，净利润-0.04亿元。

26、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俊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注册地址：衢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念化路8号

经营范围：电子级氟化铵、缓冲氧化蚀刻液(BOE)、电子级氢氟酸、电子级硝酸、电子级硫酸、电子级盐酸

生产(凭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带储存经营)(具体品名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塑料容器销售;货物进出口(法

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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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 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3.24亿元， 净资产1.30亿元；2017年

度，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52亿元，净利润-0.25亿元。

27、浙江巨化汉正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强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注册地址：衢州市柯城区华荫北路12号

经营范围：年产：二氟乙酸乙酯、2，2，2-三氟乙胺、氟化钠[副产]、乙醇[副产]、氮气；年溶剂回收：三乙

胺；危险化学品经营（不带储存）（具体品名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精细化学品的研发；化工产

品的研发；对外投资；化工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

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巨化汉正新材料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1.32亿元，净资产0.48亿元；2017

年度，浙江巨化汉正新材料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45亿元，净利润-0.18亿元。

28、浙江博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绍勤

注册资本：726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衢化街道北苑村29幢310室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不带储存,具体品名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电子产品及电子材料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的销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

衢州市巨化北一道188、190号(巨化电化厂内)从事液氯(高纯)、氯化氢(高纯)、氯化氢(医药级)、盐酸(15-31%)、

次氯酸钠(5%-10%)、氯气、氯化氢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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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博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7.39亿元，净资产7.29亿元；2017年

度，浙江博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05亿元，净利润0.06亿元。

29、巨化集团公司兴化实业有限公司晶体材料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永兵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衢化北二道(锦纶厂内)

经营范围：晶体材料及产品的制造、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晶体系列新材料、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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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兴化实业有限公司晶体材料厂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51亿元，净资产0.49亿元；2017

年度，兴化实业有限公司晶体材料厂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09亿元，净利润-0.04亿元。

30、浙江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永清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注册地址：衢州市柯城区衢化街道中央大道242号B424室

经营范围：环境影响评价服务;环境审计服务;企业或区域污染状况评价服务;环境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

编制;各类环保规划编制;节能减排与循环经济技术应用与推广;环境安全工程技术咨询;环保设备及技术的

引进与转让等综合性咨询服务;环保设备的销售;环保工程。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02亿元，净资产0.02亿元；2017年

度，浙江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04亿元，净利润0.00亿元。

31、巨化集团公司培训中心

公司类型(性质）：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

法定代表人：任向欣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巨化集团公司文苑村25号

经营范围：成年人的非文化教育培训;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

货、互联网信息);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会议

及展览展示服务;自有房屋租赁。

未经审计，2017年末，巨化集团公司培训中心（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07亿元，净资产0.06亿元；2017年

度，巨化集团公司培训中心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08亿元，净利润0.00亿元。

32、浙江巨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国有企业

法定代表人：范俊

注册资本：12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巨化集团公司内

经营范围：计量检定、校准、检测;环境监测;化工产品检验及相关技术咨询的服务;污染源在线检测系统

建设、运营维护;成年人非证书类职业培训;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仪器仪表、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销售(涉及资质证书的凭证经营)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巨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11亿元，净资产0.07亿元；

2017年度，浙江巨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15亿元，净利润0.02亿元。

33、浙江南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朱跃庭

注册资本：3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花园（巨化建设公司三楼）

经营范围：化工、石油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监理；机电安装工程监理；电力工程

监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工程预结算审价、建设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资质证书的凭证经

营）

未经审计，2017年末， 浙江南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26亿元， 净资产0.13亿元；

2017年度，浙江南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33亿元，净利润0.02亿元。

34、衢州华瑞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金岩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花园（巨化建工大楼五楼）

经营范围：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

未经审计，2017年末，衢州华瑞工程造价咨询有限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11亿元，净资产0.04亿元；2017年

度，衢州华瑞工程造价咨询有限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05亿元，净利润0.01亿元。

35、浙江巨化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剑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巨化厂前路67号

经营范围：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物集散、货运配载、货运代理、仓储理货）；道路货运经营；仓储服

务（危险化学品除外）；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建材、百货、五金交

电、机械设备（不含汽车）、仪器仪表、电线电缆、矿产品、木材、包装材料、计算机及配件、通讯器材、电子产

品、办公用品、润滑油、燃料油（属危险化学品的除外）、清净剂、汽车配件、针织品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机械设备租赁；投资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证券、期货）；自有房产出租；计算机及配件维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网络工程服务；互联网信息

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不带储存，具体品名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

营：成品油：汽油、柴油、煤油（无储存）零售；食品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

未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巨化物流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2.21亿元，净资产0.87亿元； 2017年

度，浙江巨化物流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16亿元，净利润-0.03亿元。

36、衢州巨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昌敏

注册资本：5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巨化集团公司办公楼附楼

经营范围：经营广告业务；广播电视综艺、专题节目制作、复制；广播电视、工程设计安装、维修；新闻业

务培训；动漫美术品制作；装饰、装潢设计、制作；承办各类文体活动及礼仪服务；批发、零售：文具礼仪用品、

家用电器、广播电视通讯器材、建筑材料；有线电视网络服务及代理；广播、数字电视的信息服务及相关技术

服务；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及维护管理；计算机、广播电视网络设备、数字音视频产品、电子产品、办公自

动化设备的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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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衢州巨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03亿元，净资产0.00亿元；2017年度，

衢州巨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04亿元，净利润-0.03亿元。

37、衢州衢化宾馆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朱国平

注册资本：630万元

注册地址：衢州市巨化北苑村1号

经营范围：住宿服务；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

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不含裱花蛋糕）；自制饮品制售（普通类）； 卷烟、雪茄烟零售（凭有效许可

证经营）。 会议服务。

未经审计，2017年末，衢州衢化宾馆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32亿元，净资产0.05亿元；2017年度，衢州衢化

宾馆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17亿元，净利润0.01亿元。

38、衢州市新前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步红祖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巨化生活区滨江（兴化实业有限公司综合楼二楼）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自有房产租赁；保洁服务；机械设备销售、安装及维修服务；河道保洁服务；道路保

洁服务；家政服务；绿化养护；花卉租赁服务；餐饮管理服务（不得直接从事餐饮业）；会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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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衢州市新前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06亿元，净资产0.05� 亿元；

2017年度，衢州市新前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10�亿元，净利润0.00�亿元。

39、巨化集团公司兴化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步红祖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衢化路1126号

经营范围：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城镇绿化苗木、花卉生产、批发、零售;公共浴室(不含桑拿)�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建筑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咨询服务业、群众文化事业、服装制造业、生产服务业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晶体材料及产品的制造、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晶体系列新材料、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服务;压力管道安装(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园

林绿化养护;自有房产租赁;保洁服务;道路保洁服务;餐饮管理服务(不得直接从事餐饮业);幼儿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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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2017年末，兴化实业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1.64亿元，净资产0.19亿元；2017年度，兴化

实业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53亿元，净利润-0.52亿元。

40、浙江科健安全卫生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毅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衢化街道文苑村18幢2楼

经营范围：安全卫生技术咨询；安全评价；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

未经审计，2017年末， 浙江科健安全卫生咨询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07亿元， 净资产0.06亿元；

2017年度，浙江科健安全卫生咨询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07亿元，净利润0.01亿元。

41、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巨化中央大道230号。

法定代表人：汪利民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092327448G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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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40.17亿元，净资产10.02亿元；巨化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87亿元，净利润0.52亿元。

42、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欢街6号三层

法定代表人：郑晓彬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环保工程设计、安装及服务;环保工程总承包;环保设备销售;节能环保咨询服务;环境监测。

未经审计，2017年末，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报表资产总额7.77亿元，净资产1.35亿元；2017年度，

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报表营业总收入4.10亿元，净利润0.04亿元。

43、山东菲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博平镇东贾村

法定代表人：冯玉

注册资本：275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除尘器、气力输灰、脱硫、脱硝、水处理、固废处理等环保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安装

维护;钢结构件的研究开发、设计、销售及安装服务;环保工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境工程设计、

施工;机电工程施工;脱硫服务;脱硝服务;废烟气脱硝催化剂收集、贮存、利用、销售(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

品、易制毒品除外);热交换器及冷却系统研究、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安装维护,并提供售后服务及技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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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计，2017年末，山东菲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7.81亿元，净资产2.91亿元；2017

年度，山东菲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4.92亿元，净利润0.48亿元。

44、浙江菲达菱立高性能烟气净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三新科技创业园8号楼三层1号场地

法定代表人：中本隆则

注册资本：666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除尘器、热交换器、烟气脱硫设备的设计、采购、销售、售后及安装服务,其它附属产品(钢结构

件、压力容器)的设计、采购、销售、售后及安装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商品分销业务)

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菲达菱立高性能烟气净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0.85亿元，净资

产0.24亿元；2017年度， 浙江菲达菱立高性能烟气净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1.15亿元，净

利润-0.04亿元。

45、浙江菲达通球环保管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诸暨市牌头镇新升村植树王自然村

法定代表人：姚银可

注册资本：3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钢塑复合管,各类金属、非金属管道及配件,非金属压力容器(仅限塑料衬里)的研发、设计、制

造、销售、安装

经审计，2017年末，浙江菲达通球环保管业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资产总额1.45亿元，净资产0.43亿元；2017

年度，浙江菲达通球环保管业有限公司本部报表营业总收入0.66亿元，净利润0.0045亿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述第2-41家公司为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或相关企业。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上述第42-45家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公司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详见本公司表2.1、表2.2。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采购、销售、服务计划依据公平公允原则，参照市场价协定。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根据拟与巨化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及拟

与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合作协议》制订。《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内容详见公司同

期披露的临2018－022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与控股股东签订〈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暨关

联交易公告》；《金融服务合作协议》内容详见公司同期披露的临2018－021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金融服务关联交易公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5年4月，巨化集团有限公司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140,515,222股（占总股本25.67%），成为本公

司控股股东。2015年5月，按照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公司完成收购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浙江衢州巨泰建

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泰公司” ）及衢州市清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泰公司” ）的100％股

权。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含附属企业，下同）拥有供水、供气（汽）、自备热电厂、铁路专用线、危化品运输等

成熟的公用基础设施，以及完善的采购、销售网络和物流平台，并与公路、铁路、港口运输等企业建立了战略

合作关系，具备较强的外部协调对接能力，此外，还拥有甲级工程设计、二级工程总承包资质，产业发展配套

条件完善。本公司收购的巨泰公司及清泰公司因地处巨化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区域之内，部分生产装置与巨

化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装置存在管道输送、部分产品或副产物循环利用的互供关系；本公司（含附属企业，下

同）为巨化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环保处理专业服务，同时为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主业，减少公用工程的重复投

资，部分水、电、气供应、公路铁路运输及配套设施上依托巨化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为有效利用巨化集团有

限公司对外部资源协调优势、完善的招投标集中采购平台等优势，降低采购成本，将部分通用物资和部分紧

缺原材料委托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代理采购；本公司为防止生产工艺专利、专有技术泄密可能造成利益损失，

在招投标同等的条件下，将项目建设尤其是引进技术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工程设计、建筑安装劳务、质量

监理等优先发包给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为充分发挥专业化协作、资源互补优势，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减少重

复投资，降低企业运作成本，保障生产经营安全与稳定，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和本公司拟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

易。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双方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且以后年度仍会持续。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受市场经济一般条件的约束，定价以市场为原则，交易风险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及

非关联股东利益。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未对公司的主要业务收入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

赖，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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