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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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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11月21日上午 10: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

（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 2019�年11月 14日以书面文件出具后，通过扫描电邮的形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

事 7�名，实际参加董事7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陈红浪女士、王勇先生回避了表决。本议案已经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 《关于公司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73）。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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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11月21日上午 10:3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

（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 2019�年11月14日以书面文件出具后，通过扫描电邮的形式发出。会议应参加监事

7�名，实际参加监事7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其中：关联监事王霜女士、郑宏钧先生、王琦翔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 《关于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9-73）。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

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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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新增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为确保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向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以下简称“西南油气分公司” ）购买公司生产所需部分原料--天然气；向四

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购买二氧化碳产品。

2.为积极开拓市场，公司2019年为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代加工柴油车尾气处理液；向中

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滨海分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销售公司车用尿素产品；向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贵州石油分公司、广西石油分公司、成都创意

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销售公司LNG产品；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南石油分公司购买LNG产品；

向西南油气分公司、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编织袋产品。

3.为实现尾气二氧化碳回收利用，增加经济效益，向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销售二氧化碳尾

气。

4.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生产设备位于公司绵阳地区工业园区内，需使用我公司生产用地，

向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租赁生产用地。

5.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被公司授予分许可证并获得保密知识技术经验的使用权，向四川

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收取商标使用费。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西南油气分公司、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滨海分公司，以及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

公司下属四川石油分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贵州石油分公司、重庆江南石油分公司、广西石油分公司、成都

创意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

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均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述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 因公司指派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该公司董事，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该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公司2018年度（第六十一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94,931万元，截

至2019年11月20日已发生金额为89,160.65万元， 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8,931.03万元，本次

增加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103,862.03万元。

（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1.2019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33）。该议案已经公司2018年度（第六十一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公告编号：

2019-47）。

2．2019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新增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结合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同意增加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8,931.03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公司关联董事陈红浪女士、王勇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未超出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报请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四）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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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增加

前预计金

额

新增

金额

本次增加后预

计金额

截止2019年11

月20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西南油气

分公司

购买原材

料天然气

按照国家对

天然气价格

的相关法规、

政策，经协商

后确定

66,650 3,813.99 70,463.99 63,241.67 56,095.87

四川美丰

梅塞尔气

体产品有

限公司

购买二氧

化碳产品

参考当期市

场价格，本着

平等互利的

原则协商定

价。

230 33.50 263.50 263.50 82.11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加

工其产品

中国石化

润滑油有

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代加工柴

油车尾气

处理液

参考当期市

场价格，本着

平等互利的

原则协商定

价。

1,530 253.93 1,783.93 1,729.77 1,332.45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

中国石化

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江南

石油分公

司

购买 LNG

产品

参考当期市

场价格，并作

相应价格优

惠调整，最终

价格以确认

函为准。

6.96 6.96 6.96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中国石化

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

四川石油

分公司

销售柴油

车尾气处

理液

参考当期市

场价格，本着

平等互利的

原则协商定

价，同时约定

在合同有效

期内，如因经

济状况、法律

规则发生大

幅度变更、变

动，或产品的

技术规格发

生变更或改

进，经买卖双

方友好协商

一致，可对价

格进行调整。

39 12.17 51.17 45.92 31.98

中国石化

润滑油有

限公司滨

海分公司

销售公司

产品车用

尿素 （颗

粒）

6.08

中国石化

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石油

分公司

销售公司

产品非管

输液化天

然 气

（LNG）

价格参照当

期市场价格，

经双方协商

后以 “确认

函” 的确认价

格为准，如遇

国家或区域

行政性气源

价格政策调

整等，供方有

权随之相应

调整销售价

格。

3,200 -855.64 2,344.36 1,998.54 662.79

中国石化

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

四川石油

分公司

20,000 -2,472.47 17,527.53 14,944.51 2,952.41

中国石化

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

贵州石油

分公司

2,280 -1,072.54 1,207.46 861.64 1,740.97

中国石化

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

广西石油

分公司

1,556.39 1,556.39 897.67

成都创意

压缩天然

气有限公

司

7,498.18 7,498.18 4,204.60

西南油气

分公司

销售公司

产品编织

袋

参考当期市

场价格，本着

平等互利的

原则协商定

价。

300 369.74 669.74 539.74 56.58

中国石化

集团重庆

川维化工

有限公司

200 -189.59 10.41 10.41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四川美丰

梅塞尔气

体产品有

限公司

销售二氧

化碳尾气

参考当期市

场价格，本着

平等互利的

原则协商定

价。

380 -30.00 350.00 308.00 279.30

向关联方提

供无形资产

使用权

租赁土地

参考当期市

场价格，本着

平等互利的

原则协商定

价。 同时，按

照当地政府

土地使用税

征收标准及

实际租赁面

积测算土地

使用税并由

需求方支付

47 2.10 49.10 49.10 46.76

商标使用

权

参考当期市

场价格，本着

平等互利的

原则协商定

价。

75 4.31 79.31 58.62 129.67

合计 94,931 8,931.03 103,862.03 89,160.65 63,4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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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系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根据市场需求及市场变化实际开展业务， 故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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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公司生产经营中正常发生的交易， 有利

于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和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有益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或者被其控制）。

二、关联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1.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

负责人：甘振维，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吉泰路688号13

楼，注册号：51000000019019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422747640，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以上项

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石油天

然气勘探开发、开采、销售；管道运输；技术及信息的研究、开发、应用；石油石化原辅材料、设备及零部件的采

购、销售；替代能源产品的研究、开发、应用、咨询服务。

2.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负责人：宋云昌，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法人独资），企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6号，

注册号：11000000135780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8011251105，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石油化工产品、塑

料制品、石油化工设备；石油化工设备修理和安装；普通货运；技术检测；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滨海分公司

负责人：冯有朝，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企业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于庄子路2061号，注册

号：12010700000437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612876246，经营范围：石油制品（不含汽、煤、柴油）；仓

储（不含煤炭、危险品及有污染性货物）；金属包装容器制造（限非压力容器）；塑料、包装容器制造（限非压

力容器）；场地、房屋租赁；生产尿素水溶液AUS32；技术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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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

负责人：杨军泽，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企业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吉泰路688号14楼，注册

号：51000000004604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422882938，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汽油、柴油、煤

油、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零售汽油、柴油、煤油、压缩天然气、预包装食品、卷烟、

雪茄烟。（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

件经营）销售润滑油、燃料油；汽车清洗服务；零售：纺织、服装、日用品、五金、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充值卡；

委托代理收取水电费；票务代理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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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

负责人：王红兵，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分公司，企业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88号

（环球金融中心）48楼，注册号：50000030000512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90290050X5，经营范围：批发

汽油、柴油、天然气（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销售食品，零售卷烟、雪茄烟（须取得相关行政

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销售润滑油、燃料油、沥青、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汽车（不含九座以下

乘用车）、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纺织、服装、日用品、五金、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委托代理收取水电费、票务

代理服务；日用百货便利店经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汽车清洗服务；与经营业务有关的咨询服务；汽

车装饰。（依法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依法应经许可审批而未获许可批准前不得经营）

6.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石油分公司

负责人：张家顺，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企业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解放路21号，注册

号：52000000002502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7143073897，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

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石油成品油销售；石油化工、化

纤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储运；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技术及信息的研究、开发、应用；日用百货便利

店经营；汽车清洗服务；餐饮；食品加工；汽车维修；定型包装、散装食品、酒、卷烟、雪茄烟、粮油、农产品、报刊

杂志、食盐、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冷冻食品、医用药品、医疗器械、图书音像制品、农产品、农用物资、服装及服

饰、金银首饰、汽车用品、汽车配件、水泥、钢筋、家电、手机、数码产品销售；电话卡、彩票代售业务；房屋及广

告位出租；代收电话费、电费、水费、燃气费、车辆违章罚款（以上项目限取得相关许可证的下设分支机构经

营）；燃气、天然气经营；零售保健食品；油库、加油站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石油管道及相关设施的投资、建

设、维护；销售润滑油、燃料油、沥青、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摩托车及零

配件；零售纺织、服装、日用品、五金、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代理发布广告、五金、汽车及零配件；与经营有关

的咨询服务、技术应用研究和计算机软件开发；与经营有关的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汽

车装饰。）

7.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毅，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维江路36号，注册号：

50000010000006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037689，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限本企业自产）化工产品

（含乙炔、甲醇、醋酸乙烯、乙醛、氧气、氮气、液氩、液态二氧化碳、液氨、醋酸甲酯、液氧、液氮）；批发（自有

储存设施）1，2-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正丁醇。（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及期限从事经

营） 集中式供水，制造、销售化学纤维、化纤坯布、色布、花布、煤灰砖，销售粉煤灰、石膏，机械设备安装、维

修及制造，工业供水，蒸汽供应，电力生产，工厂自营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开展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业务，开展“三来一

补” 业务，商品储存（不含危险化学品），铁路专用线运输，铁路槽车租赁，工业废物处置（不含危险化学

品），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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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山，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注册地址：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绵州大道南

段556号，注册号：51070040000144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0667788351，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工农业用、

民用二氧化碳气体，提供技术支持，售前售后服务，以及工业气体在环保、高新技术方面的专业应用技术，气

体及气体应用相关设备及其零配件的销售和租赁；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分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南石油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小彬，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分公司，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青

年路38号国贸中心32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828170525，经营范围：批发汽油、柴油、天然气（按许

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销售食品，零售卷烟、雪茄烟（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

营）；销售润滑油、燃料油、沥青、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摩托车及零配

件；零售纺织、服装、日用品、五金、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委托代理收取水电费、票务代理服务；日用百货便利

店经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汽车清洗服务；与经营业务有关的咨询服务；汽车装饰。（依法禁止经营

的不得经营；依法应许可审批而未获许可批准前不得经营）。

10.成都创意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志辉，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

市龙泉驿区西河镇鹿角村六组；注册号：51011200000616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727434715G，经营范

围：天然气配套设备（不含专项限制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机械产品、电器产品、五金交电、陶瓷制品、

卫生洁具、塑料制品、日用杂品、轮胎；教育信息咨询（不得开展辅导、培训）；带储存设施经营（零售）天然气

（含甲烷的，压缩的）（凭许可证经营并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零售：图书报刊、预包装食品、服装、电子产

品、充值卡、音像制品、香烟；票务代理服务；设计、代理、发布广告；汽车维修与维护；代理收取水电费；危险货

物运输（2类1项）（剧毒化学品除外）、危险货物运输（2类2项）（剧毒化学品除外）、危险货物运输（3类）

（剧毒化学品除外）；液化天然气销售（仅限票据交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

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11.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油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继从，公司类型：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注册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67号石油

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71518750XW;经营范围：汽油、煤油、柴油的批发，润滑油、燃料油、化纤及

其他化工产品、食品的销售，国内贸易、药品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彩票代理销售；委托代理收取水电

费、票务代理服务；代办高速公路收费、保险代理、车辆环保标志代理；房地产中介业务；设计、制作、发布、代

理国内各类广告；房屋、场地、机器设备和租赁。以下项目仅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汽油、煤油、柴油的零售；石

油气、天然气（富含甲烷的）、燃气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

粉）；卷烟、雪茄烟的零售；酒类经营；销售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汽车及零配件、摩托车及零配件、农副

食品、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家居，监制材料、图书、报刊、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保健食品，零售纺织、

服装、日用品、五金、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充值卡；道路运输，水路运输；日用百货便利店经营；汽车清洗、美

容、维修、保养服务；加冰服务；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乘用车）；体育运动项目经营；与经营业务有关的咨

询服务、技术应用研究和计算机软件开发及技术应用；与经营业务有关的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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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其中西南油气分公司与公司有多年的交易经历，是公司稳定的生产原料供应

商，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双方已形成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下属北京分

公司、滨海分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四川石油分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贵州石油分公司、重

庆江南石油分公司、广西石油分公司、成都创意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以及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

司，均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治理运营规范、发展前景良好、履约能力强的交易伙伴；四川美丰

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与公司也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双方已形成固定的交易伙伴关

系。公司对上述关联方的履约能力表示信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采购原材料

（1）交易标准

天然气输供质量符合国家标准GB17820-1999《天然气》的规定；

二氧化碳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GB/T6052-2011《工业液体二氧化碳》的规定。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天然气交易价格以当期国家有关天然气的价格政策、法规或指导性文件为依据执行。供方根据国家价格

主管部门即时公布的相关规定和计算方法计算；或在国家或地方政策允许时，按照双方认为合理的其他方法

确定。如果遇有政府出台相关的价格变动政策、法规或指导性文件，天然气价格应从该政策、法规或指导性文

件发布并开始实施之日起同期调整（含国家对天然气价格实行阶梯收费模式）。

二氧化碳交易价格参考当期市场价格，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定价。

2.代加工产品：柴油车尾气处理液

（1）交易标准

按照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产品技术标准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定价。

3.销售产品

（1）柴油车尾气处理液

1）交易标准

按照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产品技术标准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定价，同时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如因经济状况、法律规则

发生大幅度变更、变动，或产品的技术规格发生变更或改进，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可对价格进行调整。

（2）非管输液化天然气（LNG）

1）交易标准

供气方销售给用气方的非管输液化天然气质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天然气》（GB�

17820-2012）中所规定的二类天然气标准。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价格参照当期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后以“确认函” 确认的价格为准，如遇国家或区域行政性气源价格

政策调整等，供方有权随之相应调整销售价格。

（3）编织袋

1）交易标准

按照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产品技术标准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定价。

4.购买LNG产品

（1）交易标准

按照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产品技术标准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并作相应价格优惠调整，最终价格以确认函为准。

5.销售二氧化碳尾气

（1）交易标准

按照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产品技术标准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定价。

6.租赁土地

（1）交易标准

按照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费用标准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定价。同时，按照当地政府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及实际租

赁面积测算土地使用税并由需求方支付。

7.收取商标使用费

（1）交易标准

按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年收入总额的2%收取。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合同签署情况

1.采购原材料

公司与西南油气分公司购买原材料天然气的关联交易合同为一年一签，合同目前已签署。

2.代加工产品

公司为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代加工产品的关联交易合同已签订。 合同分西南区域及华

东区域分别签订， 西南区域合同执行期限为2019年4月20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华东区域合同执行期限为

2019年7月15日至2020年8月31日。

3.销售产品

公司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贵州石油分公司、广西石油分公

司、 成都创意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销售非管输液化天然气的合同已签订， 四川石油分公司合同执行期限为

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重庆石油分公司合同执行期限为2018年12月20日至2020年12月31日，贵州石

油分公司合同执行期限为2019年4月13日至2020年4月12日，广西石油分公司合同执行期限为2019年5月1日至

2022年4月30日，成都创意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合同执行期限为2019年5月5日至2020年5月4日；公司向中国

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销售车用尿素产品的合同已签订， 合同执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

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向西南油气分公司销售公司编织袋产品的合同已签订，合同执行期限为2018年6月19

日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向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编织袋产品的合同已签订。

公司将根据自身生产经营实际，在实际交易中与关联方按日常订单进行销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采购原材料

天然气是公司主要的生产原料，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是四川省天然气主要供应

单位之一。为充分利用西南油气分公司的天然气资源，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推动公司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基于长期良好的合作基础，本着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原则，公司选择由西南油气分公司向公司供应

天然气。

二氧化碳是化肥分公司重要的生产原料， 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是四川省二氧化碳主要供

应单位之一。

2.代加工产品

柴油车尾气处理液为近年来公司开发的环保产品， 公司为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代加工柴油车尾气

处理液，有利于公司利用润滑油公司稳定的产品销售体系，提升公司柴油车尾气处理液的产能利用率。

3.销售产品

公司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贵州石油分公司、广西石油分公

司、成都创意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销售非管输液化天然气，向西南油气分公司、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

有限公司销售编织袋，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中石化集团健全、规范的运营网络，扩大公司产品销量，促进公司

发展。

4.购买LNG产品

公司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南石油分公司购买LNG产品，主要目的是拓展市场渠道，满足

客户需求，提升市场占有率。

5.租赁生产用地

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生产设备位于公司绵阳地区工业园区内，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我公

司向其租赁生产用地。

6.收取商标使用费

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被我公司授予分许可证并获得保密知识技术经验的使用权， 我公司

向其收取商标使用费。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董事会从切实维护公司及投资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保证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付、收款条件合

理，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2.上述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在董事会审议本关联交易事项前，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朱厚佳、陈晟、陈嵩对公司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同意上述《关于公司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

（三）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中正常发生的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有益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关于本

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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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系统查询到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新增被轮候冻结。 具体

情况如下：

一、新增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数量（股）

本次轮候冻结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

轮候冻结执行人

名称

轮候冻结

日期 (月)

委托日期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 2019-11-19

二、累计轮候冻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轮候冻结数量（股）

本次轮候冻结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

轮候冻结执行人名称

轮候冻

结日期

(月)

委托日期

1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

院

36 2018-11-01

2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

院

36 2018-12-03

3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

院

36 2018-12-03

4 曹永贵 是 86,422,488 27.48%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8-12-04

5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8-12-06

6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

36 2019-02-01

7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3-12

8 曹永贵 是 2,230,000 0.71%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

院

36 2019-04-02

9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

院

36 2019-05-09

10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6-25

11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

36 2019-07-23

12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四川省成都

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9-07-25

13 曹永贵 是 3,800,000 1.21%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

院

36 2019-08-01

14 曹永贵 是 3,648,649 1.16%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 36 2019-08-02

15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

院

36 2019-08-07

16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8-13

17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8-13

18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

院

36 2019-08-21

19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8-27

20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8-27

21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8-28

22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9-16

23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9-18

24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9-19

25 曹永贵 是 10,853,894 3.45%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9-30

26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

院

36 2019-10-11

27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

院

36 2019-10-11

28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

院

36 2019-10-11

29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

院

36 2019-10-14

30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

36 2019-11-12

31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11-19

合计 一一 8,283,187,485 2634.01% 一一 一一 一一

股份轮候冻结原因： 上述曹永贵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系曹永贵先生的债务纠

纷所致。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计314,470,4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32.74%。其中累计质押的股份为共计307,367,67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为97.74%，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32.00%；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共计314,470,479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74%；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8,283,187,485�股，超过其实际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数。

四、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此次股份冻结事宜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无直接影响，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

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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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投资” ）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1、新增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

(股)

轮候机关

轮候期限

（月）

委托日期

本次轮候冻结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冻结深度说明

中基投资 是 420,444,934

广东省佛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

36 2019年11月20日 83.94523%

冻结(原股+红

股+红利)

2、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2019年11月21日收盘， 中基投资持有公司500,855,934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4264%。中基投资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500,850,242股，占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99.998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4258%；中基投资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

的数量为500,855,934股，占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4264%；中基投资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的数量为8,280,829,485股，超过中基投资实际持有公司股

份数。

二、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提供的数据外，公

司及中基投资均未收到其他方关于上述股份被冻结事项的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

2、上述股份轮候冻结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

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11� � � �证券简称：*ST欧浦 公告编号：2019-204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重大诉讼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0）和《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106），近

日公司收到相关诉讼的进展性文书。现将相关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9）粤0605民初16491号之一

（一）本案基本情况

公司与佛山市友恒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恒设计”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

公司九江分公司（以下简称“欧浦九江”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欧浦九江尚欠友恒设

计821,328.65元工程款未付，友恒设计认为，欧浦智网作为欧浦九江的总公司，应对欧浦九江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起诉。

（二）判决或者裁定情况

本案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诉

讼中，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相应期间依法不计入审理期限。原告友恒设计以欧浦智网和欧

浦九江已按照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分阶段履行了相应义务为由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法

院认为，友恒设计在本案宣判之前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准

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

（五）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五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友恒设计撤诉。

本案以撤诉方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006.65元，财产保全费4,626.64元，合共

10,633.2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友恒设计负担。

二、（2018）京仲字第3252号案件

（一）本案基本情况

公司与周世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具体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重大诉讼

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和《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106）。

（二）判决或者裁定情况

本案经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后，依据所认定的事实，以及本案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

定，经合议，裁决如下：

1、欧浦智网向周世平清偿借款本金5,500万元；

2、欧浦智网向周世平支付自2018年7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以5,500万元为基数，以

年利率11%为标准的借款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9月3日为75,6250元；

3、欧浦智网向周世平支付计算至2018年9月3日的违约金529,305.55元，并继续向周世平

支付自2018年9月4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以5,5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13%为标准计算的违

约金；

4、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投资” ）、萍乡英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英顺管理” ）、陈礼豪、田洁贞对上述第1至3向欧浦智网应向周世平支付的款项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5、欧浦智网向周世平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

6、驳回周世平的其他仲裁请求；

7、 本案仲裁费314,399.67元（已由周世平向仲裁会全额预交）， 由周世平承担5%即15,

719.98元，由欧浦智网、中基投资、英顺管理、陈礼豪、田洁贞承担95%即298,679.69元，欧浦智

网、中基投资、英顺管理、陈礼豪、田洁贞直接向周世平支付周世平带起垫付的仲裁费298,

679.69元。

上述裁决欧浦智网、中基投资、英顺管理、陈礼豪、田洁贞应向周世平支付的款项，欧浦

智网、中基投资、英顺管理、陈礼豪、田洁贞应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支付完毕。逾期支

付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报告结果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19）粤0605民初16491号之

一。

2、北京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2019）京仲裁字第2741号。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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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何德平先生的通知， 获悉何德平先生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何德平 是 17,730,000 23.903 7.776 2018/11/22 2019/11/21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何德平 是 14,000,000 18.875 6.140

是，高管锁

定股

否

2019年11月

20日

2020年11

月19日

中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融资

注：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上述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后，截至公告披露日，何德平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何德平 74,173,600 32.532 14,000,000 18.875 6.140 14,000,000 100.000 42,430,000 70.513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何德平先生本次股份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2、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何德平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

3、何德平先生不存在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

4、何德平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等情况。

5、何德平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预计未来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

及自筹资金。其所持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何德平先生将采取

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物或追加保证金等措施应对风险。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

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变化明细表;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董监高持股明细表；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136� � � �证券简称：当代明诚 公告编号：临 2019-141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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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东游建

鸣先生持有公司42,379,47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8.70%，游建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

押数量（本次质押回购后）为41,371,166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97.62%。

公司于2019年11月22日接到股东游建鸣先生关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的通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具体情况

2019年11月21日，游建鸣先生将其质押给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业务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00,000股股票办理了回购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游建鸣

本次质押回购股份 2,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7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1%

质押回购时间 2019年11月21日

持股数量 42,379,471股

持股比例 8.7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41,371,166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7.6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49%

游建鸣先生目前没有将本次质押回购股份继续质押的计划。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游建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金华东影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金华东影” ）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游建鸣 42,379,471 8.70% 41,371,166 97.62% 8.49%

金华东影 3,246,444 0.67% 0 0% 0%

合计 45,625,915 9.37% 41,371,166 90.67% 8.49%

游建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金华东影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5,625,915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9.37%； 累计质押数量（本次质押回购后） 为41,371,166股， 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

90.67%。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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