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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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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2019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和2020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年1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

度日常销售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销售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采购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采购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关联

董事刘焕章、林材波、李金发回避表决，该事项以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将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2、2019年度日常销售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2019年预计交易金额

(A)

2019年实际交易金

额(B)

实际交易与预计差异

百分比(B-A)/A*100%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

方销售

商品

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

公司

102,291,000 22,641,289 -77.86%

该司经营性调整停产导致

需求量减少

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67,200,000 25,923,105 -61.42%

该司产品组合调整导致需

求量减少

合计 169,491,000 48,564,394 -71.34% -

3、2019年度日常采购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名称 采购品名

2019年预计交易金

额(A)

2019年实际交易金

额(B)

实际交易与预计差

异百分比(B-A)

/A*100%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台湾塑胶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

环氧氯丙烷

（ECH）

78,000,000 2,413,486 -96.91%

境内采购较境外采

购更有竞争力，择

优减少境外采购

4、2020年度日常销售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2020年预计交易金

额

2020年预计占

同类交易百分

比

2019年实际交易

金额

2019年实际占

同类交易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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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销售

商品

无锡宏仁电子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67,200,000 3.43% 25,923,105 1.59%

预计未来单价上扬， 加之该

司扩大产能， 预计需求量增

加；取得交易授权，保持交易

灵活性。

说明：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经营性调整停产，暂不采购我司产品环氧树脂。

5、2020年度日常采购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名称 采购品名 2020预计交易金额

2020年预计

占同类交易

百分比

2019年实际交易

金额

2019年实

际占同类

交易百分

比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

联方

采购

商品

台湾塑胶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

环氧氯丙烷

（ECH）

45,000,000 7.58% 2,413,486 0.50%

取得交易授权， 保持交

易的灵活性

南亚塑胶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丙二酚（BPA） 345,000,000 42.59% 0 0 产品货源稳定， 质量较

好，其产品质量、生产能

力能够满足公司原材料

采购标准和生产计划，

符合公司生产高端环氧

树脂的需求； 取得交易

授权，保持交易灵活性

环氧树脂128 87,500,000 43.75% 0 0

关联方采购合计 477,500,000

29.77%

- - -

预计2020年公司采购总额 1,604,000,000 -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1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焕章

住址：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路一号之一

注册资本：美元5,125万元

经营范围：印制电路板制造。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人民币104,588.83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65,

741.46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92,724.36万元、净利润人民币8,523.53万元。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审计。

1.2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方延亮

注册资本：人民币39,800万元

住址：无锡市新吴区锡钦路36号

经营范围：从事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覆铜板、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半固化片、新型电子材

料的生产；从事上述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并提供上述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人民币64,644.83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41，

784.14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80,943.8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750.62万元。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无锡分所审计。

1.3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企业）

法定代表人：林健男

实收资本：新台币6,365,741万元

住址：高雄市仁武区水管路100号

经营范围：塑胶原料的制造及买卖，有关之石油化学工业产品及加工品制作及买卖

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新台币49,305,638万元、净资产新台币35,065,

000万元、营业收入新台币15,929,686万元、净利润新台币3,417,368万元。已经安候建业联合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1.4南亚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企业）

法定代表人：吳嘉昭

实收资本：新台币7,930,822万元

住址：高雄市仁武区水管路101号

经营范围：可塑剂、丙二酚等化工原料的生产、销售等

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新台币56,308,089万元、净资产新台币35,752,

799万元、营业收入新台币21,465,723万元、净利润新台币1,894,054万元。已经安候建业联合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因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而构成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文洋先生之胞妹担任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而构成

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文洋先生之胞姐担任南亚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而构成

关联关系。

3、前期同类销售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与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同类销售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良好，支付等履约能力正常，未发生违约情形。

4、前期同类采购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与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同类采购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未发生违约情形。

前期与南亚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未发生同类采购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销售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为销售公司产品。定价政策:以市场价格作为定

价依据；依客户需求特别订制的产品，如缺乏同类产品价格的可比性，参照市场行情、原料成

本及合理利润确定。

采购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为采购公司生产原材料。定价政策:以市场价格

作为定价依据。

四、交易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生产的环氧树脂可作为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产品的原材料。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购买环氧树脂作为生产印刷电路基板的原

材料，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从公司购买环氧树脂作为生产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覆

铜板及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半固化片的原材料。

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环氧氯丙烷（ECH）、南亚塑胶工业有限公司所生

产的丙二酚（BPA）及环氧树脂128货源稳定，质量较好，其产品质量、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原材料采购标准和生产计划，符合公司生产高端环氧树脂的需要；取得交易授权，保持交易的

灵活性。

上述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

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度日常销售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销售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度日常采购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采购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事前认可意见。

4、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日常销售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日常销售关联交易预估

情况发表的独立意见

5、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日常采购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日常采购关联交易预估

情况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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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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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1月11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20年1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九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九名。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销售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销售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宏昌电子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表决时，董事刘焕章、林材波、李金发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6票，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采购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采购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宏昌电子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表决时，董事刘焕章、林材波、李金发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6票，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提请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因恰逢中国2020年春节假期，为方便股东出席会议，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并发出相关公告。预计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为2020年2月20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及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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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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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预计2019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人民币1,841万元到2,793

万元，同比增长37%至56%左右。

2、 公司本次业绩预增主要是主营业务影响，2019年下半年起产品市场需求持续旺盛，技

术提升，产品成本降低，优化产品结构，产品毛利及毛利率同比去年增加。

3、预计2019年年度取得非经常性损益约为人民币839万元，2019年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取

得政府补贴等项目，对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预增无重大影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人民币1,953万元到2,

904万元，同比增长48%至72%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

比，将增加1,841万元到2,793万元，同比增加37%至56%左右。

预计2019年年度取得非经常性损益约为人民币839万元，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长人民币1,953万元到2,904万

元，同比增加48%至72%左右。

3、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2018年1-12月）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007,535.7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40,505,488.24元。

2、每股收益：0.08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主要为：

1、主营业务影响

2019年下半年起产品市场需求持续旺盛，技术提升，产品成本降低，优化产品结构，产品

毛利及毛利率同比去年增加。

2、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2019年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取得政府补贴等项目，对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预增无重大影

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9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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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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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月

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月16日9：30在总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为

临时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表决及通讯表决相结合。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子斌先生主持，

应出席董事14人，实际出席董事14人，其中董事许植楠、藤原英利、陈锐谋、曾法成，独立董事

毕秀丽、周志济、潘爱玲、王新宇、曲冬梅以通讯表决，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公司会议通知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

董事刘子斌、王方水、刘德铭、秦桂玲、张洪梅回避表决 。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刘子斌、王方水、刘德铭、秦桂玲、张洪梅回避表决 。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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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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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与淄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或

2020-2022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2.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2020年1月1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关联董事刘子斌、王方水、刘德铭、秦桂玲、张洪梅回避

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权限之内，不需

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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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

截至披

露日已

发生金

额

上年发生金额

备注（合同期

限）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淄博诚舜袜业

有限公司

毛巾、袜子、纸

管、加工袜筒

等

市场价格 4140 0 33.34 2020-2022

淄博诚舜袜业

有限公司

毛巾、袜子、纸

管等

市场价格 60 0 2020

淄博诚舜经贸

有限公司

日用百货等 市场价格 1074 0 6.74 2020-2022

淄博鲁瑞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助剂 市场价格 17600.00 0 13,265.33 2020

淄博市利民净

化水有限公司

再生水 市场价格 2226.00 0 1,929.25 2020

小计 25100.00 0 15234.66

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和动力

淄博鲁诚石化

销售有限公司

油品 市场价格 1541.00 0 5.26 2020-2022

诚舜石化（浙

江舟山）有限

公司

油品、天然气 市场价格 5184.1 0 702.99 2020

小计 6725.1 0 708.25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淄博诚舜袜业

有限公司

纱线、电、自来

水、暖气等

市场价格 150.00 0 3.52 2020-2022

淄博诚舜经贸

有限公司

电、供暖、材料 市场价格 10.00 0 0.26 2020-2022

淄博鲁诚石化

销售有限公司

电、材料 市场价格 5.00 0 0.21 2020-2022

淄博市利民净

化水有限公司

电

双方参照物价

局规定协商确

定

230.00 0 185.06 2020

小计 395.00 0 189.05

向关联人提供

服务

淄博鲁诚纺织

投资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3.79 0 3.79 2020

小计 3.79 0 3.79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服务

淄博鲁诚纺织

投资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1562.28 0 1590.54 2020

淄博鲁群置业

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207.00 0 146.40 2020

淄博市利民净

化水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市场价格 596.16 0 563.80 2020

小计 2365.44 0 2300.74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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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税）

预计金额（含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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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接

受劳务

淄博鲁诚纺

织投资有限

公司

毛巾、袜子、油品、

超市零售、计算机

耗材、零星加工等

1,403.02 1806.67 6.43 -22.34

2019年1月31日披露

的2019-004号公告

淄博诚舜袜

业有限公司

毛巾、袜子、纸管、

加工袜筒等

80.95 0.37 / /

淄博诚舜经

贸有限公司

日用百货等 6.74 0.03 / /

淄博鲁诚石

化销售有限

公司

油品 5.26 0.02 / /

淄博鲁瑞精

细化工有限

公司

化工助剂 13,265.33 13600.00 60.81 -3.87

2019年1月31日披露

的2019-004号公告

淄博市利民

净化水有限

公司

再生水 1,929.25 2835.50 8.84 -31.96

2019年1月31日披露

的2019-004号公告

山东诚舜石

油化工有限

公司

天然气 3,858.53 5400.00 17.69 -28.55

2019年1月31日披露

的2019-004号公告

诚舜石化

（浙江舟

山）有限公

司

天然气 702.99 0 3.22 / /

淄博市利民

净化水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 563.80 540.00 2.58 4.41

2019年1月31日披露

的2019-004号公告

小计 21,815.87 24382.17 -10.53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提

供劳务

淄博鲁诚纺

织投资有限

公司淄川分

公司

纱线、电、自来水、

暖气等

49.96 100.00 17.06 -50.04

2019年1月31日披露

的2019-004号公告

淄博诚舜袜

业有限公司

纱线、电、自来水、

暖气等

3.52 0 1.20 / /

淄博诚舜经

贸有限公司

电，材料 0.26 0 0.09 / /

淄博鲁诚石

化销售有限

公司

电，供暖、材料 0.21 0 0.07 / /

鲁佳物业 材料、中水 10.63 0 3.63 / /

淄博鲁瑞精

细化工有限

公司

材料、班中餐、面

料、衬衣、服饰、饮

用水等

43.29 25.00 14.78 73.16

2016年3月30日披露

的2016-014号公告

淄博市利民

净化水有限

公司

材料、动力 185.06 300.00 63.18 -38.31

2019年1月31日披露

的2019-004号公告

小计 292.93 425.00 -31.08

向关联

人提供

服务

淄博鲁诚纺

织投资有限

公司

房屋租赁 3.79 3.79 100.00 0.00

2018年1月18日披露

的2018-005号公告

小计 3.79 3.79 0.00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服

务

淄博鲁诚纺

织投资有限

公司

房屋租赁 1590.54 1640.51 91.57 -3.05

2017年1月25日披露

的 2017-003号公告 、

2018年1月18日披露

的 2018-005号公告 、

2019年1月31日披露

的2019-004号公告

淄博鲁群置

业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146.40 146.40 8.43 0.00

2017年1月25日披露

的2017-003号公告

小计 1736.94 1786.91 -2.80

总计 23849.53 26597.87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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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核算数据，尚未经审计，实际的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经审计后将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2、2019年实际发生金额（含税）累计数为23849.53万元，预计金额（含税）为26597.87万

元，差异未超20%。

3、 由于控股股东淄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下属淄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淄川分

公司2019年10月注销，2019年10月之后的关联交易由控股股东淄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淄博诚舜袜业有限公司、淄博诚舜经贸有限公司、淄博鲁诚石化销售有限公

司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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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淄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诚公司” ）

鲁诚公司注册资本为6,326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德铭，注册地：淄博高新区鲁泰大道61

号。主要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设备

租赁；自有房屋、土地租赁；图文设计、制作；代收话费；代收通讯费。

截止2018年12月31日，鲁诚公司总资产94,177万元、净资产93,13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

入7,380万元、净利润10,300万元。

（2）淄博鲁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瑞化工” ）

鲁瑞化工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德铭，注册地为淄博高新区泰美路以东、鲁

泰大道北侧，鲁泰大道61号院内，主要经营范围：纺织助剂、皮革助剂、建筑助剂、环境治理助

剂的研发、生产、销售，及以上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截止2018年12月31日，鲁瑞化工总资产8,819万元、净资产8,051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0,822万元、净利润2,271万元。

（3）淄博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民净化水” ）

利民净化水注册资本1,91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德铭，注册地址为淄川区开发区立交桥

以北1公里路西，主要经营范围为：城市生活、工业污水处理、中水（不含生活饮用水）销售。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利民净化水总资产6,536万元、净资产4,063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

入4,822万元、净利润636万元。

（4）淄博诚舜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舜袜业” ）

诚舜袜业注册资本3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德铭，注册时间为2019年10月，注册地为山东

市淄博市淄川区松龄东路109号，主要经营范围：袜子、针纺织品、服装制造，销售等。

（5）淄博诚舜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舜经贸” ）

诚舜经贸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德铭，注册时间为2019年10月，注册地为山东

省淄博市淄川区鲁泰文化路388号11号楼1-105号，主要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

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洗化用品、保健食品、农副产品、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及易制毒化学品）、文体用品、钢材、箱包、皮革制品、仪器仪

表、消杀用品、润滑油销售；电动自行车、家用电器、家具、计算机、通讯器材及配件销售、维修；

卷烟、雪茄烟零售；食盐零售；餐饮服务；儿童乐园服务；柜台租赁；通用仓储（不含危险化学

品）；货物搬运、装卸服务；冷库租赁；电信业务代理。

（6）淄博鲁诚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诚石化” ）

鲁诚石化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峰，注册时间为2019年10月，注册地为山东省

淄博市淄川区经济开发区康城西路287号，主要经营范围：汽油、柴油、带有存储设施的经营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润滑油零售等。

（7）诚舜石化（浙江舟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舜石化” ）

诚舜石化注册资本3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德铭，注册时间为2019年10月，注册地为中国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301-14556室，主要经

营范围：汽油、柴油、煤油（含航空煤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富含甲烷的】、苯乙烯【稳定

的】、乙醇【无水】、石油原油、煤焦油、溶剂油【闭杯闪点≤60℃】、丙烷、正丁烷、粗苯、1,2-二

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硝化沥青的批发无仓储等。

（8）淄博鲁群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群置业” ）

鲁群置业注册资本18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德铭，注册地为淄川区松龄东路北侧，主要经

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保洁服务，小区绿化，货物装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鲁群置业总资产9,707万元、净资产5,872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214万元、净利润4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鲁诚公司系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至2018年12月31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6.82%。该

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鲁瑞化工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鲁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利民净化水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鲁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

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诚舜袜业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鲁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5）诚舜经贸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鲁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6）鲁诚石化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鲁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7）诚舜石化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鲁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8）鲁群置业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鲁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本次交易构成了与上述公司的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分析，鲁诚公司、鲁群置业对出租之房屋拥有所有权、土地拥

有使用权；鲁瑞化工以生产经营纺织助剂为主，其产品为多种纺织助剂；利民净化水生产经营

情况正常，生产能力充足，中水达标，污水排放达标；销售毛巾、袜子、纸管、加工袜筒等属于诚

舜袜业经营范围涵盖的日常业务； 销售日用百货等属于诚舜经贸经营范围涵盖的日常业务；

鲁诚石化拥有相关油品经营资质且能保证公司日常使用；诚舜石化可以供应充足的油品及天

然气。因此本公司对鲁诚公司、鲁群置业、鲁瑞化工、利民净化水、诚舜袜业、诚舜经贸、鲁诚石

化以及诚舜石化的履约能力表示信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采购原材料

（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淄博鲁群纺织有限公司（下称“鲁群纺织” ）、淄博鑫胜热电有

限公司（下称“鑫胜热电” ）、控股子公司鲁丰织染有限公司（下称“鲁丰织染” ）、新疆鲁泰

丰收棉业有限公司（下称“新疆鲁泰” ）、控股孙公司新疆鲁泰纺织有限公司（下称“新疆鲁

泰纺织” ）采购诚舜袜业有限公司毛巾、袜子、纸管、加工袜筒等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按

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付款及结算方式：货到，验收合格开具合法发票，收到发票后30日内

支付货款。

（2）本公司、鲁群纺织、鑫胜热电及鲁丰织染采购诚舜经贸日用百货等：按照市场价格执

行，按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付款及结算方式：货到，验收合格开具合法发票，收到发票后30

日内支付货款。

（3）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鲁泰（越南）有限公司（下称“鲁泰越南” ）及鲁丰织染采购鲁

瑞化工纺织化学助剂的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价格包含包装等费用。首次交易价格按照目

前使用的同类助剂的加权平均价格确定，后续根据使用性能、大生产工艺用量、成本分析、原

材料价格或其它方面的市场行情变化等情况双方再进行商定。付款及结算方式：验收合格后，

双方核实纺织品化学助剂等相关原料的数量无异议后，于每月20日、次月5日前分两次结清货

款。

（4）利民净化水为本公司、鲁丰织染、鑫胜热电供应再生水：按照市场调研同期间同类规

格产品再生水价格5.3元/吨计价。付款及结算方式：每月结束后，双方核实当月的再生水使用

数量无异议后，应于次月的5日前，一次性支付前一个月的中水费用。

2、采购燃料、动力

鲁诚石化为本公司、鲁群纺织、鑫胜热电及鲁丰织染供应油品的价格：按市场价格执行。

付款及结算方式：货到，验收合格开具合法发票，收到发票后30日内支付货款。

诚舜石化为本公司及鑫胜热电供应油品的价格： 按市场价格执行。 付款及结算方式：货

到，验收合格开具合法发票，收到发票后30日内支付货款。为本公司及鲁丰织染供应天然气的

价格：按市场价格执行，遇燃气价格调整时，按调整价格执行。双方以每月27日作为结算日并

按照当月的抄表计量凭证作为结算依据，每月结算一次。本公司及鲁丰织染应在结算日的次

日向乙方结清当月气款，并预付下一月的气款，预付气款计算方法：本公司及鲁丰织染所报次

月用气量*供气单价，预付金额按实际用气量多退少补。

3、销售产品、商品

诚舜袜业、诚舜经贸向本公司采购纱线、电、自来水、暖气等，鲁诚石化向本公司采购电、

暖气等，按照市场价格执行，按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付款及结算方式：诚舜袜业、诚舜经

贸、鲁诚石化收到货物，验收合格后本公司开具合法发票，对方收到发票后30日内支付货款。

利民净化水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鑫胜热电采购电由双方参照物价局规定协商确定。付款

及结算方式：以鑫胜热电厂内的计量表作为计量依据，每月结算一次。

4、提供服务

鲁诚公司租赁本公司房屋，双方参考市场价格约定每月租金。付款及结算方式：采取先交

款后使用，按年结算（租金于每年1月30日前交清）的方式。

5、接受服务

本公司租赁鲁诚公司房屋，双方参照市场同期间同类型房屋租金签订相关合同，合同成

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调整等）或双方认为需要就租金进行

相应调整的，经双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付款及结算方式：租

金按月支付，于次月5日前支付当月的租金。

本公司租赁鲁诚公司土地，双方参照市场同期间同类型土地租金签订相关合同，合同成

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调整等）或双方认为需要就租金进行

相应调整的，经双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付款及结算方式：租

金按月支付，于次月5日前支付当月的租金。

本公司租赁鲁群置业房屋双方参照市场同期间同类型房屋租金签订相关合同，合同成立

后，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调整等）或双方认为需要就租金进行相

应调整的，经双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付款及结算方式：租金

按月支付，于次月5日前支付当月的租金。

利民净化水为本公司及鑫胜热电、鲁丰织染提供污水处理服务：按照所在地污水处理费

用标准为1.08元/吨收取污水处理费。付款及结算方式：每月结束后，双方核实当月的污水处理

数量无异议后，于次月的5日前，一次性向支付前一个月的污水处理费用。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各关联方采购毛巾、袜子、纸管、加工服务等签署《采购协议》7份

（其中：6份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1份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

月31日）；就采购日用百货等签署《采购协议》4份，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

日；就采购化工助剂、再生水签署《采购协议》6份，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就采购油品、天然气签署《采购协议》8份，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就租赁

房屋、土地签署了《资产租赁协议》7份，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就接受污

水处理服务签订《处理生产污水协议》3份，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就关联方向公司采购纱线、电、自来水、暖气等签署《采购协议》3份，有效期为2020年1月

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就公司全资子公司鑫胜热电向关联方提供电签署《供电合同》1份，有

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就公司向关联方出租自由房屋签订《商铺租赁合同》

1份，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上述协议需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

1、采购原材料

（1）采购诚舜袜业和诚舜经贸的毛巾、袜子、纸管及日用百货等，为员工提供必须的劳保

护品和日常生产用零星消耗材料，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采购和物流成本。

（2）鲁瑞化工主要生产纺织品化学助剂。其产品为本公司和鲁丰织染、鲁泰越南生产中

必须使用的化学助剂。向鲁瑞化工采购化学助剂可以在保证日常生产使用的同时降低库存量

及运输成本。

（3）利民净化水生产的再生水，可作为本公司、鲁丰织染和鑫胜热电的生产用水，有利于

水资源综合利用。

2、采购燃料、动力

（1）本公司、鲁群纺织、鑫胜热电及鲁丰织染从鲁诚石化采购油品，本公司及鑫胜热电从

诚舜石化采购油品，能够在保证日常用油质量数量的前提下，降低公司采购物流成本。

（2）本公司及鲁丰织染从诚舜石化采购天然气，可以保证生产过程中动力能源的稳定和

持续供应。

3、销售产品、商品

诚舜袜业、诚舜经贸向本公司采购纱线、电、自来水、暖气等，鲁诚石化向本公司采购电、

暖气等按照市场价格执行；利民净化水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鑫胜热电按照由双方参照物价局

规定协商确定的价格采购电。以上关联交易可以在保证双方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反映市场公

允情况，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4、提供服务

本公司将部分沿街房租赁给鲁诚公司，可以就近解决其零售门店用房需求。

5、接受服务

本公司租赁鲁诚公司及鲁群置业的土地、房屋、场地可以解决公司部分生产用房问题。

利民净化水为公司、鲁丰织染及鑫胜热电所在区域距离最近的污水处理厂，生产污水经

过利民净化水处理后达标排放，可确保公司、鲁丰织染及鑫胜热电的可持续发展。

（二）对公司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1、采购产品、接受污水处理服务

本公司选择采购诚舜袜业、诚舜经贸的毛巾、袜子、纸管、日用百货等商品的原因是该公

司离公司的距离近、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且产品质量有保证,采购商品主要用于劳动保护和日常

生产零星消耗，按照市场价格结算，可以降低此类材料的采购和物流成本。因此该关联交易不

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主要业务及其独立性。

鲁瑞化工为专业研究和生产纺织品化学助剂的公司。本公司及鲁丰织染、鲁泰越南与鲁

瑞化工签署供货协议是正常的供需关系，其产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因此该项关联交易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利民净化水生产的再生水，可作为本公司、鲁丰织染和鑫胜热电的生产用水，有利于当地

水资源综合利用，节约能源，产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利民净化水为公司、鲁丰织染及鑫

胜热电提供的污水处理服务，有助于实现生产、生活污水达标排放，保护生产地生态，实现可

持续发展，提供的污水处理服务按照市场价格执行。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利益。

鲁诚石化、诚舜石化销售的油品可以满足公司自有车辆日常用油需要。诚舜石化销售的

天然气，可作为本公司、鲁丰织染的生产用天然气，有利于保持动力能源的稳定和持续供应。

以上产品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执行， 因此该项关联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

益。

2、销售产品、商品

诚舜袜业、诚舜经贸向本公司采购纱线、电、自来水、暖气等，鲁诚石化向本公司采购电、

暖气等，可以部分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利民净化水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鑫胜热电采购

电力，可以满足其厂区内生产经营需要，保证日常生产正常运行且销售价格由双方参照物价

局规定协商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公允价格。

3、房屋、土地的租赁

公司将自有商铺租赁给鲁诚公司，租赁鲁诚公司房屋、土地，租赁鲁群置业房屋，均为满

足双方日常生产及经营需要。且均签署租赁协议，以市场同期间同类型土地、房屋价格确定租

赁价格，按要求定期支付租金，不存在资金占用的问题。且租赁鲁诚公司房屋、土地，租赁鲁群

置业房屋，可以减少上市公司因生产办公需要扩建厂房及办公楼所带来的建设性支出，节省

人力物力成本，在保证当前生产经营正常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效率。以上租赁不会损害

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使上市公司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周志济、毕秀丽、潘爱玲、王新宇、曲冬梅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作为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就淄博诚舜袜业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提供毛巾、袜子、纸管及服务等，就淄博诚舜经贸有限公司

向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日用百货等，就鲁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鲁

泰（越南）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淄博鲁丰织染有限公司提供纺织品化学助剂等产品，淄博利

民净化水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淄博鲁丰织染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淄博鑫胜热

电有限公司提供再生水及污水处理服务，淄博鲁诚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鲁群纺织有限公司、 淄博鑫胜热电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淄博鲁丰织染有限公司提供油品，

诚舜石化（浙江舟山）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淄博鑫胜热电有限公司提供油品、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淄博鲁丰织染有限公司提供天然气，淄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向本公司

出租土地、房屋，淄博鲁群置业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出租房屋。淄博诚舜袜业有限公司、淄博诚

舜经贸有限公司向本公司采购纱线、动力能源等，淄博市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淄博鑫胜热电有限公司采购电，淄博鲁诚投资有限公司租赁本公司房屋的关联交易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1）鲁泰公司已事前向本人就上述关联交易征求意见，本人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为鲁泰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中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及支付方式合理，不会损害鲁泰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不影响上市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鲁泰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2）鲁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关

联交易的议案。

（3）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过程中，关联董事刘子斌、王方水、刘德铭、秦桂玲、张洪

梅依法进行了回避 。

（4）鲁泰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5）上述关联交易是鲁泰公司生产中正常发生的日常交易，不存在损害鲁泰公司及股东

的权益。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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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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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1、因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淄博鑫胜热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鑫胜热电” ）经营规模扩大，其向淄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

诚公司” 或“控股股东” ）借款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期限自2020年1月1日起不超过12个月，借

款利率参考并不高于公开市场利率确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鲁诚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2020年1月16日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该议案关联董事刘子斌、王方水、刘德铭、秦桂玲、张洪梅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淄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0303164200391J， 注册资本为6,326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德铭，住所为淄博高新区鲁泰大道61号。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对外投

资；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设备租赁；自有房屋、土地租赁；图文设计、

制作；代收话费；代收通讯费；以下经营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苗木种植、销售；润滑油、汽油、柴

油零售；中餐；日用百货、洗化用品零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纸制品生

产、包装；计算机硬件销售、维护；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维护；电子产品

销售；零售卷烟、雪茄烟；公园管理；游泳馆、停车服务；棉花收购、加工、销售。

2、截止2018年12月31日，鲁诚公司母公司总资产94,177万元、净资产93,134万元、2018年实

现营业收入7,380万元、净利润10,300万元。

3、鲁诚公司系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至2019年12月31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6.36%，该公

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了与上述

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鑫胜热电因经营需要，向控股股东借入资金，用于短期、临时性补充流动

资金，借款利率参考并不高于公开市场利率确定，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借款期限内鲁诚公

司有权要求鑫胜热电按期限还款，鑫胜热电也可根据自身资金情况向鲁诚公司还款，但均需

提前一周通知对方。预计此项关联交易规模超过300万元，需由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鑫胜热电向鲁诚公司借入资金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 已于2020年1月1日

在淄博市淄川区签订短期借款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2.借款利息：在借款期限内，借款利率参考并不高于公开市场利率确定计算利息。

3.借款期限：借款合同规定双方可根据自身资金的资金状况决定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

4.还款方式：借款期限内鲁诚公司有权要求鑫胜热电按期限还款，鑫胜热电也可根据自身

资金情况向鲁诚公司还款，但均需提前一周通知对方。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用于补充全资子公司公司流动资金，满足了鑫胜热电周转资金需求。可

优化鑫胜热电公司的债务结构，降低公司总体融资成本。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决策程序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有利于鑫

胜热电的正常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尚未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事前审核、认可了该项关联交易，并对本项关联交易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向关联方的借款基于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借款利率参考并不高于公开市场利率确定，交易条款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定价

原则公平公允合理，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刘子斌、王方水、刘德

铭、秦桂玲、张洪梅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借款协议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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