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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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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12月

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 于2019年12月13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人，委托出席会议董事3人，董事李振平先生因公务

原因书面委托孙传志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董事刘东先生因个人原因书面委托唐柯先生出席

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李炳容先生因公务原因书面委托刘文静女士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

司董事长刘文静女士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0年度从关联方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朗晖石

化” ）、上海纽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蓝帆化工有限公司合计采购增塑剂产品不超过38,000吨，采购金额不超过28,761万元；向关联方朗晖石化

采购糊树脂不超过18,000吨，采购金额不超过12,743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41,504万元。

2、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0年度向淄博恒晖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不超过30万元。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拟向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必凯尔” ）及其子公

司采购及销售部分产品， 具体为： 公司及子公司拟从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采购急救包和医用敷料等产

品，采购金额不超过92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向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销售金额不超过

85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与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1,77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合计不

超过1,800万元。

3、同意公司拟在2020年度向关联方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热电” ）及其销售代理机

构采购电力能源，预计采购数量不超过8,000万度，采购金额不超过4,240万元；向关联方宏达热电及其销售

代理机构采购蒸汽能源，预计采购数量不超过40万吨，采购金额不超过6,64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10,880万元。

4、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0年度向淄博诚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采购自动化设备及配套服务，采购

金额不超过1,300万元。

5、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及子公司拟在2020年度与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SD集团” ）和CCP�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以下简称“CCP集团” ）

下 属 的 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HK� Limited、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Japan� K.K.、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SA� 、Bioptimal� International� Pte.� Ltd.和JWICU� Medical� Limited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4,024.8万元，主要是向SD集团和CCP集团下属企业购销产品、商品1,872万元、提供劳务以及接受劳务2,

152.8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59,508.8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关联董事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刘东先生、唐柯

先生、孙传志先生和钟舒乔先生已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非

关联董事不得委托关联董事代为出席会议，董事李炳容先生授权委托刘文静女士表决结果无效。 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0年度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同意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新材料” ）、Omni� International�

Corp.、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以下简称“柏盛国际” ）拟向各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共

计203,750万元人民币、10,660万欧元和1,900万美元，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适时

向各银行申请贷款。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办理公司一切与银行借款、融资

等有关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0年度银行授信及相关

授权的公告》；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 同意公司2020年度为子公司蓝帆新材料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等银行申请办理

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35,5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2、同意2020年度公司以土地抵押及蓝帆新材料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为公司拟向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等银行申请的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97,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3、 同意2020年度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通过现金担保方式， 为柏盛国际拟向

JPMorgan� Chase� Bank,� N.A.,� Singapore� Branch和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申请的授信提

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11.3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一年。

上述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245,5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提供担保的公告》；独

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2020年度使用自有资金买理财产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业务币种，累计总金额不

超过15亿元人民币，在2亿元人民币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业务币种，折合金额不超过

288,200万元人民币，品种仅包括远期结售汇、期权和互换，最长交割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

理层在此额度范围内根据业务情况、实际需要审批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和选择合作金融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

的公告》；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召开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2019年12月14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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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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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12月9日以电子邮件

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19年12月13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

参加监事3人。 监事会主席祝建弘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1、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0年度从关联方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晖石化” ）、上

海纽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蓝帆化

工有限公司合计采购增塑剂产品不超过38,000吨，采购金额不超过28,761万元；向关联方朗晖石化采购糊树

脂不超过18,000吨，采购金额不超过12,743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41,504万元。

2、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0年度向淄博恒晖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不超过30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拟向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必凯尔” ）及其子公司采

购及销售部分产品，具体为：公司及子公司拟从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采购急救包和医用敷料等产品，采

购金额不超过92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向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销售金额不超过850万

元；公司及子公司与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1,77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合计不超过1,

800万元。

3、公司拟在2020年度向关联方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热电” ）及其销售代理机构采

购电力能源，预计采购数量不超过8,000万度，采购金额不超过4,240万元；向关联方宏达热电及其销售代理

机构采购蒸汽能源，预计采购数量不超过40万吨，采购金额不超过6,64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10,

880万元。

4、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0年度向淄博诚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采购自动化设备及配套服务，采购金额

不超过1,300万元。

5、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及子公司拟在2020年度与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SD集团” ）和CCP�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以下简称“CCP集团” ）

下 属 的 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HK� Limited、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Japan� K.K.、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SA� 、Bioptimal� International� Pte.� Ltd.和JWICU� Medical� Limited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4,024.8万元，主要是向SD集团和CCP集团下属企业购销产品、商品1,872万元、提供劳务以及接受劳务2,

152.8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59,508.8万元。

经审核，因日常经营生产需要，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依据市场公允价格，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2020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0年度银行授信及相关

授权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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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0年度

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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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帆医疗”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12

月13日召开，以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0年

度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拟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情况

根据公司2020年生产经营及发展的需要，公司及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新

材料” ）、Omni� International� Corp.（以下简称“Omni” ）、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以下简称

“柏盛国际” ）拟向各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共计203,750万元人民币、10,660万欧元和1,900万美元，

2020年内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适时向各银行申请贷款。 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拟授信银行 拟授信额度

1

蓝帆医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17,000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牛山路支行 1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60,000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9,000

5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30,000

6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10,000

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30,000

8

蓝帆新材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 5,000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 3,000

1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20,000

1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7,500

12 Omni Citizens�Bank 2,250

13

柏盛国际

JPMorgan�Chase�Bank,�N.A.,�Singapore�Branch 5,660万欧元

14 Bank�of�China�Limited,�Singapore�Branch 5,000万欧元

15 JPMorgan�Chase�Bank,�N.A.,�Singapore�Branch 1,900万美元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额度；贷款

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公司一切与银行借款、融资等有关

的事项。

公司及子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偿付能力。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银行均无关联关系。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上述各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根据《蓝

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蓝帆新材料、Omni和柏盛国际2020年度拟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203,750万元人民币、10,

660万欧元和1,900万美元，具体贷款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

额度，将主要用于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运营和贸易，这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保证公司及

子公司发展必要的资金，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的授信事

项。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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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

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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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12月13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帆医疗”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会议以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0年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及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新材料” ） 、 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以下简称“柏盛国际” ）的生产经营及信贷融资计划，2020年度公司与子公司蓝帆新材料拟相

互提供担保，公司的子公司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威医疗” ）拟为柏盛国际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如下：

1、 同意公司2020年度为子公司蓝帆新材料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等银行申请办理

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35,5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2、同意2020年度公司以土地抵押及蓝帆新材料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为公司拟向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等银行申请的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97,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3、 同意2020年度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威医疗通过现金担保方式， 为柏盛国际拟向JPMorgan� Chase�

Bank,� N.A.,� Singapore� Branch和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申请的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不超过11.3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一年。

上述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245,500万元，具体相关业务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生产运营对资金的需求

来确定。 上述担保总额超过了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0%，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24694446786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09月17日

住所：山东省临朐县东城街办六期项目区兴安路东侧

营业期限：2009年09月17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PVC手套、丁腈手套、无纺布口罩、围裙系列产品、PE手套、塑料制品生产、加工、销售；粒料、

化工原料、劳防用品、橡胶制品、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本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提供所

售产品的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法律法规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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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831,560,598.39 832,825,599.97

2 负债总额 258,944,713.67 208,928,825.67

3 所有者权益 572,615,884.72 623,896,774.30

4 或有事项 6,554,356.00 9,642,590.66

序号 项 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5 营业收入 933,628,601.09 602,860,711.89

6 利润总额 183,075,230.39 57,753,837.51

7 净利润 175,341,419.61 51,280,889.58

注：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蓝帆新材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4521618L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注册资本：96,403.108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02日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21号

营业期限：2002年12月02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PVC手套、丁腈手套、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其他塑料制品、粒料，销售本公司

生产的产品；丁腈手套、乳胶手套、纸浆模塑制品、一类、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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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12,698,487,690.66 13,150,813,912.91

2 负债总额 4,898,598,343.90 4,762,553,850.21

3 所有者权益 7,799,889,346.76 8,388,260,062.70

4 或有事项 6,554,356.00 55,418,378.95

序号 项 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5 营业收入 2,653,120,079.16 2,598,537,833.32

6 利润总额 357,916,715.97 462,611,399.02

7 净利润 355,337,655.15 396,004,314.74

注：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蓝帆医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1）基本情况：

注册号：EC� 24983

成立日期：1998年5月28日

注册地点：百慕大群岛

住所：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CEO：李炳容

注册资本：US$12,000

主营业务：控股投资

控股股东：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3.37%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7,148,631,643.20 7,351,132,012.75

2 负债总额 4,286,836,128.58 4,039,633,022.86

3 所有者权益 2,861,795,529.67 3,311,499,005.21

4 或有事项 - -

序号 项 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5 营业收入 1,661,366,238.81 1,285,878,104.35

6 利润总额 351,460,916.79 392,923,860.61

7 净利润 321,593,722.15 325,296,689.12

注： 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1）为全资子公司蓝帆新材料提供担保

担保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根据银行相关要求，拟同意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公司为蓝帆新材料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35,500万元人民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拟授信

公司

拟授信银行

拟授信

额度

担保方式

1

蓝帆

新材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 3,000

蓝帆医疗承担连带责任

担保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 5,000

3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20,000

4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7,500

合 计 35,500

2、公司资产及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担保方：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根据银行相关要求，在公司以自有土地进行抵押担保之外，由蓝帆新材料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97,000万元人民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拟授信公司 拟授信银行

拟授信

额度

担保方式

1

蓝帆

医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17,000

公司土地抵押及其他关联方

担保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60,000

公司土地抵押及其他关联方

担保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牛山路支行 10,000

蓝帆新材料承担连带责任担

保、公司土地抵押担保

4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10,000

蓝帆新材料承担连带责任担

保

合 计 97,000

3、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担保方：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担保方式：根据银行相关要求，拟同意在办理相关业务时，拟通过吉威医疗现金担保方式为柏盛国际向

JPMorgan� Chase� Bank,� N.A.,� Singapore� Branch和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11.3亿元人民币，明细如下：

序号 拟授信公司 拟授信银行

拟授信

额度

担保方式

1

柏盛国际

JPMorgan�Chase�Bank,�N.A.,�Singapore�Branch 5,660万欧元

吉威医疗现金担保不超过5.1亿元

人民币

2 Bank�of�China�Limited,�Singapore�Branch 5,000万欧元

吉威医疗现金担保不超过4.6亿元

人民币

3 JPMorgan�Chase�Bank,�N.A.,�Singapore�Branch 1,900万美元

吉威医疗现金担保不超过1.6亿元

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对资金的需求，本次向银行申请贷款授信，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需要，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 根据银行相关要求，同意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公司与子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同时授权公

司管理层办理与上述银行借款、融资、担保等有关的事项。 公司与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

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及《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

况。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蓝帆新材料、柏盛国际目前的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偿付能力。 同意公司及子

公司为上述授信事项提供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银行相关要求，在办理公司及子公司蓝帆新材料、柏盛国际借款业务时，需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

与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 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有利于确保两者的日常运

营工作，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 该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担保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提

供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不包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361,768.36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6.39%。

本次公司及子公司计划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245,500万元， 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1.48%，超

过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0%，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不包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与子公

司的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607,268.36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77.87%。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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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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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帆投资” ）的通知，蓝帆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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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蓝帆投资 是 20,000,000 6.00 2.07 2019年4月19日 2019年12月12日

盛鲁股权投资基

金

合计 20,000,000 6.00 2.07 - - -

蓝帆投资办理上述股份解除质押手续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降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票质押率，消除

质押风险，维持和巩固对于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 上述股份的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披露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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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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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蓝帆

投资

333,419,243 34.59 251,900,000 75.55 26.13 105,000,000 41.68 74,919,243 91.90

李振

平

3,334,048 0.35 0 0 0 0 0 2,500,536 75.00

合计 336,753,291 34.93 251,900,000 74.80 26.13 105,000,000 41.68 77,419,779 91.24

二、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亦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担保物、提前还

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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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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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2月3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上

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会议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行使表决权。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形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23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截至2019年12月23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股东可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蓝帆医疗办公中心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0年度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3、《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4、《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于2019

年12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的规定，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0年度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19年12月30日13：00-13：50

2、登记地点： 蓝帆医疗办公中心一楼大厅

3、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

户卡；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股

票账户卡、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及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

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及股票账户卡。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会议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钟舒乔、赵敏

联系电话：0533-7871008

传真：0533-7871055

电子邮箱：stock@bluesail.cn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

邮政编码：255400

2、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3、若有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82” ，投票简称为“蓝帆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现场股东大会当日的交易时间，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现场股东大会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

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0年度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

案》

√

3.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

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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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

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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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蓝帆医疗” ）于2019年12月13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目的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有利于减少因汇率和利率波动频繁带来的汇兑损失和财务费

用，降低汇率和利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结合公司及子公司未来资本运作和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及子

公司2020年度拟使用各种货币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金额不超过288,200万元。

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有利于规避汇率、利率的变动

风险，有利于提高公司抵御汇率、利率波动的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品种

结合资金管理要求和日常经营需要，公司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主要为远期结售汇、期权、远期外汇买

卖、掉期（包括货币掉期和利率掉期）和货币互换业务。

三、金融衍生品交易期间及拟投入资金

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业务币种，折合金额不超过

288,200万元人民币，品种仅包括远期结售汇、期权和互换，最长交割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

理层在此额度范围内根据业务情况、实际需要审批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和选择合作金融机构。

四、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预计占用资金

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协议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该保

证金将使用公司及子公司的自有资金。

五、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必要性

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可以防范利率和汇率波动风险，降低利率和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减

少汇兑损失，降低财务费用。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是以日常经营需要和防范利率和汇率风

险为前提，目的是减少利率和汇率大幅度变动导致的预期风险。

六、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前期准备

1、公司已制订《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对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审批权限、管理及

操作流程、后续管理、内部风险控制措施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可以保证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

务的风险可控。

2、公司及子公司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人员都已充分理解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特点及风险，并

严格执行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操作规则和风险控制措施。

七、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审批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蓝帆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及《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2020年度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288,200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

1、汇率和利率波动风险：在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存续期内，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金融衍生品投

资合约汇率和利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和利率的差异将产生投资损益。

2、信用风险：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存在一方合约到期无法履约造成违约而带来的风险。

3、延期交割风险：公司根据现有业务规模以及回款期进行收汇预测。 实际经营过程中，市场情况可能

会发生变化，将会导致该公司业务规模、回款期和预测有偏差，产生延期交割风险。

4、操作风险：公司在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如发生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报备及审批，或未准确、及

时、完整地记录金融衍生品业务信息，将可能导致衍生品交易业务损失或丧失交易机会。

九、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管理策略

1、公司应选择结构简单、风险可控、流动性强的金融衍生品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

和利率风险。

2、审慎选择交易对手和金融衍生产品，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金融衍生品交

易业务，最大程度降低信用风险。

3、为防止金融衍生品交易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现应收

账款逾期的现象。

4、严格执行金融衍生品业务操作流程和审批权限，配备专职人员，明确岗位责任，严格遵守在授权范围

内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职业道德，提高相关人员素质，发现异常情况

及时报告，最大限度的规避操作风险的发生。

5、加强对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理，严格管理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

6、设专人对持有的金融衍生品合约持续监控，在市场波动剧烈或风险增大情况下，或导致发生重大浮

盈浮亏时及时报告公司决策层，并及时制订应对方案。

7、公司审计部定期对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套期保值的规范性、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十、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

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十一、独立董事意见

汇率和利率波动产生的汇兑和利率损失，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从长期来看，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有利于减少因汇率和利率波动频繁带来的汇兑损失和财务费用，

降低汇率和利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 结合公司及子公司未来资本运作和日常

经营需要，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开展各种货币金额不超过288,200万元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

十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19-101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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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蓝帆医疗” ）及子公司拟与关联

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1、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纽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东蓝帆化工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采购原材料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0年度从关联方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晖石化” ）、上海

纽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纽赛” ）、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化工” ）及其子

公司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增塑剂” ）、上海蓝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蓝帆” ）合计采购增塑剂产品不超过38,000吨，采购金额不超过28,761万元；向关联方朗晖石化采购糊树脂

不超过18,000吨，采购金额不超过12,743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41,504万元。

2、公司及子公司拟与淄博恒晖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购销健康

防护产品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0年度向淄博恒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晖商贸” ）销售健康防护手套不

超过3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拟向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必凯尔” ）及其子

公司采购及销售部分产品，具体为：公司及子公司从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采购急救包和医用敷料等产品，

采购金额不超过92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向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销售金额不超过850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与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1,77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合计不超过

1,800万元。 目前公司正在推进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募投项目之一为收购武汉必凯尔100%股权，

若公司能够成功完成收购，则公司及子公司与武汉必凯尔及子公司的交易将不再是关联交易。

3、公司拟与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及其销售代理机构开展采购燃料和动力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拟在2020年度向关联方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热电” ）及其销售代理机构采购

电力能源，预计采购数量不超过8,000万度，采购金额不超过4,240万元；向关联方宏达热电及其销售代理机

构采购蒸汽能源，预计采购数量不超过40万吨，采购金额不超过6,640万元。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10,880

万元。

4、公司及子公司拟与淄博诚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开展采购自动化设备及配套服务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0年度向淄博诚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诚迅” ）采购自动化设

备及配套服务，采购金额不超过1,300万元。

5、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及子公司拟与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HK�

Limited、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Japan� K.K.、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SA� 、Bioptimal� International�

Pte.� Ltd.和JWICU� Medical� Limited开展购销产品、提供和接受劳务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以下简称“CBCH� II” ）及子公司拟在2020年度与

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SD集团” ）及CCP�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以下

简称“CCP集团” ）下属的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HK� Limited、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Japan� K.

K.、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SA� 、Bioptimal� International� Pte.� Ltd.和JWICU� Medical� Limited发生关联交

易金额不超过4,024.8万元。

上述所有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59,508.8万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1、公司及子公司拟与朗晖石化、上海纽赛、蓝帆化工及其子公司开展采购原材料日常关联交易

朗晖石化为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之兄弟李振顺先生控制的企业；上海纽赛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

先生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公司与蓝帆化工、齐鲁增塑剂、上海蓝帆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实

际控制人同为李振平先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款第（三）条“由本规则10.1.5条

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并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判断，朗晖石化、

上海纽赛、蓝帆化工、齐鲁增塑剂、上海蓝帆均为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

2、公司及子公司拟与恒晖商贸、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开展购销健康防护产品日常关联交易

恒晖商贸是公司监事祝建弘先生控制的企业；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李振平先生、公司董事刘文静女士

在武汉必凯尔担任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款第（三）条“由本规则10.1.5条所

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恒晖商贸、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均为公司的关联

方，上述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拟与宏达热电及其销售代理机构开展采购燃料和动力日常关联交易

宏达热电为公司监事祝建弘先生控制的企业，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款第

（三）条“由本规则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宏达热电为公司的

关联方，上述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

4、公司及子公司拟与淄博诚迅开展采购自动化设备及配套服务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与淄博诚迅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同为李振平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款第（三）条“由本规则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为上市公司的关

联法人，因此上述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

5、公司的控股子公司CBCH� II及子公司拟与SD集团和CCP集团的下属企业开展购销产品、提供和接

受劳务日常关联交易

鉴于公司董事唐柯先生在SD集团担任董事，公司董事刘东先生和唐柯先生在CCP集团担任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款第（三）条“由本规则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

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SD集团与CCP集团下属企业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2019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

方开展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刘东先生、唐柯先生、孙

传志先生和钟舒乔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已经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59,508.80万元，占2018年度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7.6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2.5条款“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上市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

额在三千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除应当及时披露外，

还应当比照本规则9.7�条的规定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

或者审计，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规则 10.2.11条所述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

标的，可以不进行审计或者评估” ，本次交易事项均为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可以不进行审计或

者评估，但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届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过有关政府部门的

批准。

（四）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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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蓝帆化工 原材料 参考市场价格

41,504

- 1,264.46

齐鲁增塑剂 原材料 参考市场价格 10.88 7.22

上海蓝帆 原材料 参考市场价格 706.71 739.78

朗晖石化 原材料 参考市场价格 19,488.82 22,805.93

上海纽赛 原材料 参考市场价格 - 50.66

小计 41,504 20,206.41 24,868.05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品

武汉必凯尔

急救包和医用

敷料等

参考市场价格

920

220.72 95.07

湖北高德急救防

护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

高德” ）

急救包和医用

敷料等

参考市场价格 1.94 63.81

小计 920 222.66 158.88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武汉必凯尔

健康防护手套 参考市场价格

350 - -

湖北高德 500 294.59 353.56

恒辉商贸 30 - -

小计 880 294.59 353.56

向关联人采

购燃料和动

力

宏达热电及其销

售代理机构

电力能源

参考市场价格

4,240 3,267.83 2,382.23

蒸汽 6,640 3,740.88 288.94

小计 10,880 7,008.71 2,671.17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品

淄博诚迅

自动化设备

参考市场价格

1,200 204.56 32.92

接受关联人

提供劳务

自动化设备的

配套服务

100 - -

小计 1,300 204.56 32.92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品

Bioptimal�

International�Pte.�

Ltd.

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432 973.08 1,616.1

Spectrum�Dynamics�

Medical�HK�Limited

720 798.82 1,333.87

小计 1,152 1,771.90 2,949.97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Spectrum�Dynamics�

Medical�Japan�K.K.

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720 186.48 -

小计 720 186.48 -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JWICU�Medical�

Limited

服务费和办公

室租赁费等

参考市场价格

288 150.92 82.67

Bioptimal�

International�Pte.�

Ltd.

办公室费用 432 303.14 230.99

Spectrum�Dynamics�

Medical�SA

办公室租赁费 79.2 38.66 23.95

Spectrum�Dynamics�

Medical�HK�Limited

办公室租赁费 21.6 19.36 351.94

Spectrum�Dynamics�

Medical�Japan�K.K.

办公室费用 180 127.79 -

小计 1,000.8 639.87 689.55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Bioptimal�

International�Pte.�

Ltd.

办公室费用

参考市场价格

432 502.73 333.64

Spectrum�Dynamics�

Medical�Japan�K.K.

特许权使用费 720 379.49 -

小计 1,152 882.22 333.64

注：2019年11月28日，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Pte. � Ltd. 的公司名称变更为Bioptimal� International� Pte.�

Ltd.。

（五）2019年初至公告日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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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

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蓝帆化工 原材料 -

36,150

-

44.10

《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与关联方开

展2019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8-100）于

2018年12月11日

披露在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齐鲁

增塑剂

原材料 10.88 0.01

上海蓝帆 原材料 706.71 0.83

朗晖石化 原材料 19,488.82 22.98

上海纽赛 原材料 - -

小计 20,206.41 36,150 23.82 44.10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

品

武汉必凯尔

急救包和医

用敷料等

220.72

720

98.32

69.08

湖北高德

急救包和医

用敷料等

1.94 0.87

小计 222.66 720 99.19 69.08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武汉

必凯尔

健康防护手

套

-

530

-

44.42

湖北高德 294.59 0.2

小计 294.59 530 0.2 44.42

向关联人采

购燃料和动

力

宏达热电及其销

售代理机构

电力

能源

3,267.83 6,000 56.03 45.54

蒸汽 3,740.88 9,240 60.96 59.51

小计 7,008.71 15,240 58.56 54.01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淄博蓝帆商贸有

限公司

健康防护手

套

- 0.56 - 100 -

小计 - 0.56 - 100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

品

淄博诚迅

自动化设备 204.56 1,300 0.24 84.26

《关于2019年度

采购自动化设备

及配套服务暨关

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9-022）于

2019年4月13日

披露在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接受关联人

提供劳务

自动化设备

的配套服务

- 300 - 100

小计 204.5 1,600 0.24 87.22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

品

Bioptimal�

International�Pte.�

Ltd.

商品

973.08 2,303.40 0.65 57.75

《关于确认控股

子公司2018年度

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3）于

2019年4月13日

披露在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Spectrum�

Dynamics�Medical�

HK�Limited

798.82 3,490 0.54 77.11

小计 1,771.90 5,793.40 1.19 69.42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Bioptimal�

International�Pte.�

Ltd.

商品

191.87 349 0.13 45.02

JWICU�Medical�

Limited

3.07 6.98 - 56.02

Spectrum�

Dynamics�Medical�

Japan�K.K.

186.48 3,699.40 0.12 94.96

小计 381.42 4,055.38 0.25 90.59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JWICU�Medical�

Limited

服务费、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和

办公室租赁

等

150.92 230.34 0.10 34.48

Bioptimal�

International�Pte.�

Ltd.

303.14 432.76 0.20 29.91

Spectrum�

Dynamics�Medical�

SA

38.66 76.78 0.03 49.65

Spectrum�

Dynamics�Medical�

HK�Limited

19.36 20.94 0.01 7.55

Spectrum�

Dynamics�Medical�

Japan�K.K.

127.79 174.50 0.08 26.77

小计 639.87 935.32 0.42 31.59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Bioptimal�

International�Pte.�

Ltd.

服务费等 502.73 732.90 0.73 31.41

Spectrum�

Dynamics�Medical�

HK�Limited

特许权使用

费

- 1,745.00 - 100

Spectrum�

Dynamics�Medical�

Japan�K.K.

特许权使用

费

379.49 - 0.26 100 -

小计 882.21 2,477.90 0.99 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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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子公司CBCH�II向关联方Spectrum�Dynamics�Medical�Japan�K.K.产生特许权使用费

（为偶发性关联交易，交易额未达到披露标准）；其他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受公司采购及销售策略的调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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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经核查认为公司与各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公

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因为公司采购和销售策略的调整所致。

注：本章节中2019年数据均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名称：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749864994C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庞军航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3年04月29日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内

营业期限：2003年04月29日至2023年04月28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己二酸二辛酯、对苯二甲酸二辛酯、癸二酸二辛酯、工业邻

苯二甲酸二丁酯、乙酰基柠檬酸三丁酯、偏苯三酸三辛酯、邻苯二甲酸二辛酯、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柠檬

酸三丁酯、副产杂醇、乙酸、异丁醛、硫磺（以上三项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从事1,2-二甲苯、正丁醇、丙

烯、邻苯二甲酸酐（含马来酸酐大于0.05）（以上四项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辛醇、乙二醇、二甘醇的国

内批发业务；火力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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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李振平先生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2,900,158,582.53 3,205,232,125.90

2 负债总额 2,175,547,767.34 2,474,730,606.73

3 净资产 724,610,815.19 730,501,519.17

序号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4 营业收入 5,767,684,334.76 4,817,314,106.83

5 净利润 62,866,341.22 7,065,324.58

注： 2019年1-9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2、名称：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164322591K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庞军航

注册资本：5,043.6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4年01月15日

住所：淄博市临淄区乙烯路208号

营业期限：1994年01月15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邻苯二甲酸酐的生产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增塑剂、电子元器件、微特电机的生产、

销售，增塑剂相关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1，2-丙二醇、二甘醇的销售；资格证书范围内自营进出口

业务；房屋、仓库、车辆（火车槽车）租赁业务；化工技术咨询服务、转让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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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B13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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