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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4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2

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5

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关于与杭钢集团签订《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的议案

7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019

年度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度计划的议案

8

关于制订《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

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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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环保行业经营性信息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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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2019年1～12月）公司新增订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单金额为296,223.59万元，分类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金额

环保设备

278,547.25

其他

17,676.34

合计

296,223.59

二、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及订单状态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267.66亿元，其中已履行金额192.70亿元、待履行金额74.96亿元。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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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2019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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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17日15∶3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互联网在线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利润分配等

具体情况进行充分沟通，以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20年4月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敬请广大投资者审阅。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17日（周五）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网站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互联网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0年4月17日15∶30～16∶30通过互联网直接登录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网站（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在2020年4月15、16日8∶00至11∶30、13∶30至16∶30期间，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

况和关心的问题提前反馈给公司，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将根据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 系 人：郭滢、马惠娟

联系电话：0575-87211326

传 真：0575-87214308

邮 件：dsb@feidaep.com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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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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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0年4月7日在浙江省

诸暨市望云路88号公司总部以现场加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核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核，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

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

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监事人数的100%。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报告从召开会议、对公司重大事项发表审核意见等方面对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进行了总结。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监事人数的100%。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认为公司内部控制总体设计合理，执行有效，并对董事会

做出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无异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监事人数的100%。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监事人数的100%。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核意见：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以及用途变更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同意该专项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监事人数的100%。

六、审议通过《关于与杭钢集团签订〈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的议案》。

审核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本着公平公允原则及参照市场价协定交易价格，决策程序合法，有利于

规范双方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行为，实现专业协作，控制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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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监事人数的1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19年度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度计划的议案》。

审核意见：本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定价合理，决策程序合法，有利于各方专业协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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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监事人数的100%。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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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各方专业协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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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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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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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度计划的议案》（以下简称“本

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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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各方专业协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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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无关于本次交易须回避表决的关联董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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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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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

利益；各方将本着公平公允原则及参照市场价协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无关于本次交易须回避表决的关

联董事，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制度规定；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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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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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专业协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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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

预计金额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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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消防器材等

30.00 93.24

实际含护卫费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次氯酸钠、液碱等

650.00 520.41

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 辅料

500.00 1,375.45

固定资产采购增加

浙江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脑耗材及信息服务

170.00 102.72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仪表空气、氟石膏等

100.00 114.11

浙江巨化电石有限公司 高纯氮

25.00 32.77

浙江衢州氟新化工有限公司 氟石膏等

330.00 346.93

浙江巨化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铂电阻等

30.00 16.68

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氨水等

160.00 157.11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零星采购

0.29

浙江杭钢国贸有限公司 采购钢材

18,894.00 19,700.19

业务量增加

小计

20,889.00 22,4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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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5.00 3,060.38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压缩空气、除盐水等

480.00 346.26

小计

4,185.00 3,406.64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商品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中压蒸汽等

1,852.00 1,813.98

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汽车租赁费

100.00

衢州巨化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房租等

13.00 8.93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房租等

25.13

新增租赁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房屋租赁

18.26

新增租赁

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 环保设备

9,000.00

预计业务无开展

山东菲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电控设备

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 烟气脱硫设备

174.36

新增业务

诸暨保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备

6,414.96

新增业务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环保设备

3,198.56

新增业务

浙江巨化检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水电费

3.16

新增业务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脱硫设备

1,000.00 1,076.79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提供电气设备

44.25 3.53

小计

12,009.25 12,737.66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硫酸厂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800.00 886.94

业务增加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3.00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1,425.00 1,412.52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有机氟厂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25.28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1,700.00 1,242.77

污水处理业务减少

浙江兰溪巨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17.53

浙江巨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47.47

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243.73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氟聚厂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470.00 645.95

业务增加

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2,200.00 2,352.27

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10.00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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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

巨化集团公司制药厂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125.00 238.74

固废业务增加

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2.00 4.91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25.00 51.78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0.80 0.30

浙江衢州氟新化工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15.00 31.35

浙江歌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13.00 13.98

浙江巨化装备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10.00 37.75

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500.00 644.35

一般固废业务增加

浙江巨化汉正新材料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60.00 101.50

污水处理业务增加

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8.00 31.73

浙江锦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150.00 237.46

业务增加

浙江巨程钢瓶有限公司 废物处置

5.50 3.46

浙江衢州巨塑化工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243.73

新增业务

浙江巨化化工矿业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19.48

新增业务

浙江巨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1.81

新增业务

浙江衢化医院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78.48

新增业务

衢州巨化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等

18.89

新增业务

浙江衢州联州致冷剂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物处置

1.63

新增业务

小计

7,527.30 8,6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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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405.59

工程业务增加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护卫费

50.00 61.24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220.00 239.99

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运输等

400.00 301.06

浙江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咨询

60.00 37.74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培训中心 培训费

3.00 1.45

浙江巨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测费

36.00 78.47

新增污水分折仪表

检测运维费用

衢州巨化新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

0.02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公用分公司 工程劳务

22.47

新增管道和流量计

安装工程

浙江华知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曾用名：衢州华瑞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造价咨询费

10.00 11.60

浙江巨化物流有限公司 过磅费等

50.00 69.08

采购业务增加

衢州巨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视广告费

3.00 2.73

衢州衢化宾馆有限公司 餐费及住宿费

4.00 5.88

浙江科健安全卫生咨询有限公司 评价咨询费

35.00 7.64

衢州市新前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

6.00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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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69.11

食堂管理费增加

浙江巨化检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劳务

250.00 441.57

检修人员划至检安

公司

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衢州巨化建筑设计

院

工程劳务

15.00 30.51

浙江南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费

40.00 106.15

衢州氟硅技术研究院 检测费

0.61

浙江巨化装备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修理费、加工费

12.00

小计

1,694.02 2,203.48

合计

46,304.57 49,469.96

说明：

1.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预计2019年下半年与浙江杭钢国贸有限

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18,894万元，鉴于年度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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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预计与巨化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发生额为27,410.5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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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除上述以外的其他关联交易按合同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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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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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

年6年18日起至2020年6月17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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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存贷款日均余额符合上述条款规定，期末存款余额为11,205.46万元，贷款余额为41,

7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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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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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

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

本年年初至

2020

年

3

月底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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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器材等

5 93.24 100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

化厂

次氯酸钠、液碱

等

385 194.66 520.41

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

公司

辅料

1065 36.71 1375.45 30

预计金额是

1-9

月

浙江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电脑耗材及信

息服务

140 0.98 102.72 80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仪表空气、氟石

膏等

220.5 75.38 114.11 100

浙江巨化电石有限公司 高纯氮

26 4.37 32.77 100

浙江衢州氟新化工有限公

司

氟石膏等

724.5 227.31 346.93 100

氟石膏涨价

浙江巨化自动化仪表有限

公司

铂电阻等

13 20.77 16.68 80

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氨水等

131.4 28.48 157.11 100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零星采购

0.29

浙江杭钢国贸有限公司（含

附属企业）

采购钢材

27500 4096.81 19700.19

业务量增加

新的钢贸合资公司

小计

30210.4 4685.47 22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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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743.95 3060.38 100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压缩空气、除盐

水等

260 53.75 346.26 100

小计

3260 797.7 3406.64

向关 联

人销 售

产品、商

品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中压蒸汽等

1384.86 325.44 1813.98 100

预计金额是

1-9

月

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

汽车租赁费

15.93 15.93

衢州巨化再生资源科技有

限公司

房租等

7.3 8.93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房租等

20 25.13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

化厂

房屋租赁

18.26

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

司

环保设备

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

公司

烟气脱硫设备

174.36

诸暨保盛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设备运行维护

2,700.00 6414.96

合同类型变

更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环保设备

25,000.00 3198.56

业务量增加

浙江巨化检安石化工程有

限公司

水电费

3.16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脱硫设备

1076.79

没有新业务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提供电气设备

3.53

小计

29128.09 341.3692 12737.66

向关 联

人提 供

劳务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硫

酸厂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851.44 26.06 886.94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

化厂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1246.34 463.89 1412.52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有

机氟厂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22.39 25.28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999.8 330.67 1242.77

预计金额是

1-9

月

浙江兰溪巨化氟化学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6.9 17.53

浙江巨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32.75 32.10 47.47

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30.52 13.44 243.73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氟

聚厂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515.99 111.85 645.95

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

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2096.82 395.51 2352.27

预计金额是

1-9

月

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7.09 0.56 14.23

巨化集团公司制药厂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141.33 39.82 238.74 2

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

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4.91 2.69 4.91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38.54 3.67 51.78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运输分

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0.3 0.3

浙江衢州氟新化工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22.75 12.78 31.35

浙江歌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13.8 13.98

浙江巨化装备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43.16 4.99 37.75 5

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643.1 152.18 644.35

浙江巨化汉正新材料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105.37 46.29 101.5 4.6

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25.29 31.73

浙江锦华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240.19 32.40 237.46

浙江巨程钢瓶有限公司 废物处置

18.46 3.46

浙江衢州巨塑化工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167.63 144.37 243.73

浙江巨化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1.81

衢州巨化再生资源科技有

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等

7.11 18.89

浙江衢州联州致冷剂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0 1.63

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12.26

浙江巨化化工矿业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及废

物处置

15 19.48

小计

7296.98 1813.2721 8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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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3 2.08 405.59

预计金额是

1-9

月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护卫费

0 61.24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180 60.33 239.99

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

运输等

228 75.21 301.06 90

浙江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环保咨询

26 22.64 37.74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培训中

心

培训费

1 1.45

浙江巨化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检测费

66 50.93 78.47 85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公用分

公司

工程劳务

0 22.47

浙江华知瑞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造价咨询费

10 11.6

浙江巨化物流有限公司 过磅费等

50.5 26.47 69.08 100

衢州巨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视广告费

2 2.73

衢州衢化宾馆有限公司 餐费及住宿费

5 0.38 5.88

浙江科健安全卫生咨询有

限公司

评价咨询费

8 7.64

衢州市新前景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

5.7 1.28 10.5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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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108.56 369.11 100

浙江巨化检安石化工程有

限公司

工程劳务

740 172.1 441.57 9

检修、 保养

外包

衢州巨化建筑设计院 工程劳务

30.51

浙江南方工程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监理费

60 106.15

衢州氟硅技术研究院 检测费

0.2 0.61

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含

附属企业）

工程劳务

20

小计

1847.7 519.98 2203.48

合计

71743.17 8157.7913 49391.48

说明：2020年度关联交易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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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联关系截止至2020年9

月，本次关联交易预计截止至2020年9月）、与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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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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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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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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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有效期至2020年6月17日）

执行。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1、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杭州拱墅区半山路178号

法定代表人：张利明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30490399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钢铁、钢材及其延伸产品的制造、加工，建材、五金产品、煤炭、矿产品（不含专控）、金属材

料的销售，环境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水利工程施工，住宿服务（凭许可证经营），餐饮服务（凭许可

证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网络技术服务，旅游服务，饮用水供应（凭许可证经营），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

装卸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数据处理技术服务，再生资源回收，健康管理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物流、商

务信息咨询服务，环境治理工程、水污染治理工程、大气污染治理工程、固体废物治理工程施工，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工程

设计和管理服务，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销售，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医疗器械制造及销售（凭许可证经营），

药品生产（凭许可证经营），节能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技术和信息技术服务，质检技术服务，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未经金融

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90％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与杭州钢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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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最近三年总体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未经审计，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

并报表资产总额727.59亿元，净资产368.34亿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1,068.29亿元，净利润15.83亿元。

2、浙江杭钢国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杭州市东新路741号

法定代表人：俞燕强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236298145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炭（无储存）、金属材料、水泥、沥青、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冶金原辅材料、木材及制品、化肥、钢材及制

品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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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浙江杭钢国贸有限公司2019年末资产总额56.42亿元，净资产8.06亿元；2019年度营业总收入335.61亿元，净利润

1.29亿元。

3、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宁波市北仑区临港二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孔祥胜

注册资本：1034544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44976137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及其副产品和压延加工产品、焦炭的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矿产品、建材的批发、零售；货物装卸；道路货物运输；冶金、焦化的技术开发 、咨询。其他危

险化学品经营：煤焦油、硫酸、硫磺、粗苯、氨溶液[含氨＞10％]带储存经营（凭甬市L安经（2018）0070许可证经营）。（分支机

构地址：北仑区柴桥临港一路5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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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钢铁有限公司2019年末资产总额160.12亿元，净资产102.18亿元；2019年度营业总收入244.5亿元，净利润

7.78亿元。

4、诸暨保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牌头镇新升村植树王自然村

法定代表人：赵锡勇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MA2D7C5F80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环保工程的设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保工程的承包；大气污染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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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保盛环境有限公司2019年末资产总额0.9196亿元，净资产0.599亿元；2019年度营业总收入0亿元，净利润

-95,784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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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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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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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装、承

修、承试电力设施（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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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股权，系巨化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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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最近三年总体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未经审计，巨化集团有限公司（本部）2019年末资

产总额2,570,232.80万元，净资产1,088,084.55万元；2019年度，巨化集团有限公司（本部）营业总收入1,659.73万元，净利润-13,

255.04万元。

6、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注册地：衢州市柯城区花园街道北一道186号

法定代表人：韩金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YA36131211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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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氯酸钠消

毒液生产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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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95,950.36万元，净资产1,172.22万元；2019年度合并

报表营业总收入206,198.99万元，净利润715.52万元。

7、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

注册地：衢州市巨化北一道165号

法定代表人：郑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04598602A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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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40,567.58万元，净资产22,101.47万元；2019年度合

并报表营业总收入509,350.37万元，净利润5,956.83万元。

8、浙江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谢方友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57096999U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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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4,869.70万元，净资产3,630.44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

营业总收入7,542.14万元，净利润1,196.99万元。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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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永

注册资本：22359.22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0980261X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经营（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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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石膏的生产、销售，矿产品（不含专控），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易制毒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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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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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83,014.13万元，净资产166,779.95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

表营业总收入355,666.81万元，净利润44,287.42万元。

10、浙江巨化电石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衢化

法定代表人：项伟

注册资本：3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X09760057R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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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电石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7,224.99万元，净资产-8,024.13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营

业总收入4,684.22万元，净利润2,308.29万元。

11、浙江衢州氟新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衢州市柯城区念化路8号6幢209、211室

法定代表人：施浩进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329940794Y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氟化氢[无水]、氢氟酸(30-55%)、氟硅酸(20%)生产（凭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氟石膏生产、销售；矿产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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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衢州氟新化工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30,997.03万元，净资产15,210.65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

表营业总收入186,598.57万元，净利润-1,025.51万元。

12、浙江巨化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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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82929139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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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成套开关设备、中压气体绝缘开关柜生产、销售；环境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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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设备、汽车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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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2,999.53万元，净资产715.61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

营业总收入4,221.69万元，净利润115.84万元。

13、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巨化中央大道251号

法定代表人：韩金铭

注册资本：7325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674796551G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具体许可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 食品添加剂生产和销售；化肥：尿素、碳酸氢铵生

产和销售；煤炭销售（无储存）；煤渣销售（不得加工、处理、设置堆场）；化工技术服务；气瓶检验（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化

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专业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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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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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77,361.40万元，净资产60,732.31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营

业总收入143,092.80万元，净利润260.10万元。

14、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公用分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巨化中央大道247号1幢

法定代表人：毛双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560961045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内的供电服务；集中式供水生产和供应；食品销售；与本企业相关的技术服务；承装、承修、

承试电力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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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公用分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81,948.21万元，净资产16,145.73万元；2019年度合并

报表营业总收入172,741.72万元，净利润2,198.54万元。

15、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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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X09760145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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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206,600.61万元，净资产67,309.65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

营业总收入160,468.94万元，净利润433.40万元。

16、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厂二北路11号1幢

法定代表人：林金元

注册资本：105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04597802E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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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硅、矿产品、煤炭（无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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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5,567.29万元，净资产3,655.71万元；2019年度合

并报表营业总收入42,055.54万元，净利润858.13万元。

17、衢州巨化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巨化生活区

法定代表人：郑耀根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147757112L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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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巨化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569.75万元，净资产462.04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

表营业总收入801.59万元，净利润176.89万元。

18、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硫酸厂

注册地：衢州市柯城区中央大道252号

法定代表人：王爱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YA36131729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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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硫酸厂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4,549.92万元，净资产-3,509.81万元；2019年度合并

报表营业总收入26,987.74万元，净利润-1,577.33万元。

19、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有机氟厂

注册地：衢州市衢化氟化公司702E.F幢

法定代表人：方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69603708N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一氯甲烷、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四氯化碳、90%硫酸(副产)、1,1,1,2-四氟乙烷、无水氯化氢(副产)、1,1,1-三氟乙

烷、五氟乙烷生产(凭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

未经审计，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有机氟厂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21,626.61万元，净资产8,543.78万元；2019年度合

并报表营业总收入86,504.59万元，净利润8,543.78万元。

20、浙江兰溪巨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兰溪经济开发区宝龙路10号

法定代表人：洪江永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176868880XE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乙氧氟草醚、四氟丙酸钠、氯二氟甲烷、盐酸（副产）、三氟甲烷（副产）、10%氢氟酸（副产）、乙腈（回收）、甲

苯（回收）、1，2-二氯乙烷（回收）、苯（回收）、三乙胺（回收）、四氯化碳（回收）的生产； 肉桂酸、硫铵母液（副产）的生产，

货物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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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浙江兰溪巨化氟化学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22,612.52万元，净资产18,587.07万元；2019年度合并

报表营业总收入42,539.82万元，净利润6,622.95万元。

21、浙江巨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地：衢州市柯城区

法定代表人：汤阳

注册资本：1200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09802468Q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氟化学产品,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范围详见《衢州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批准证书》。

未经审计，浙江巨圣氟化学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31,016.32万元，净资产26,888.38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

营业总收入86,685.00万元，净利润4332.65万元。

22、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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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施浩进

注册资本：130314.101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565860980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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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76,606.80万元，净资产152,710.11万元；2019年度合

并报表营业总收入157,974.04万元，净利润1,744.78万元。

23、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氟聚厂

注册地：衢州市柯城区花园乡(巨化集团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余考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55946590D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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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氟聚厂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42,686.36万元，净资产47.53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

表营业总收入152,139.99万元，净利润47.53万元。

24、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衢州市柯城区巨化北二道56号

法定代表人：夏碧波

注册资本：102067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X09760209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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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87,983.26万元，净资产80,597.88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

表营业总收入144,451.60万元，净利润216.36万元。

25、巨化集团公司制药厂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花园

法定代表人：周强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X09760188M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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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化集团公司制药厂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4,538.74万元，净资产-16,624.54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营业

总收入2,548.99万元，净利润-380.86万元。

26、巨化集团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巨化稻香村

法定代表人：丰传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X0976017XM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铁路车辆运输及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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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化集团公司运输分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7,004.91万元，净资产6,975.22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营

业总收入211.01万元，净利润4.65万元。

27、浙江歌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东港七路118号

法定代表人：潘志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565882784Y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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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歌瑞新材料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32,553.68万元，净资产10,623.06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

营业总收入14,882.14万元，净利润57.59万元。

28、浙江巨化装备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巨化厂二路17号

法定代表人：施国有

注册资本：274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598529813F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其他高压容器A2级、罐式集装箱C2级制造、设计、修理（以上经营范围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其他高压容器A2

级、罐式集装箱C2级销售；罐式集装箱、有色金属制品、换热器、非标设备及金加工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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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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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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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本部）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58,229.19万元，净资产18,983.44万元；2019年

度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34,635.92万元，净利润1,913.62万元。

29、浙江巨化汉正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衢州市柯城区华荫北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周强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058312787W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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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汉正新材料有限公司（合并）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4,178.98万元，净资产2,226.97万元；2019年

度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14,470.19万元，净利润1,376.44万元。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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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YA3613092M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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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0,094.44万元，净资产7,928.04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

表营业总收入8,134.33万元，净利润275.21万元。

31、浙江锦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衢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俄科技合作园A-25-5号

法定代表人：谢方友

注册资本：935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670274916Y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异丁氧基乙烯（中间产品）、固体硫酸羟胺、盐酸羟胺、丁酮肟生产、120#溶剂油（溶剂回收）、甲苯（回收）（凭

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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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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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锦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34,084.19万元，净资产16,694.20万元；2019年度合并

报表营业总收入45,800.45万元，净利润4,348.59万元。

32、浙江巨程钢瓶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海力大道7号

法定代表人：施国有

注册资本：52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3758088608N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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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程钢瓶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3,989.33万元，净资产11,294.34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营

业总收入24,375.24万元，净利润2,648.49万元。

33、浙江衢州巨塑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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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韩金铭

注册资本：88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82913604W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氯乙烯（回收）、盐酸、三氯乙烯、四氯乙烷（中间产品）、无水氯化氢、偏二氯乙烯、四氯乙烯（副产）、三氯乙

烯低沸物（副产）、氯油（1,1,2-三氯乙烷30%、三氯乙烯25%、1,1-二氯乙烯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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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钙生产、销售；2-溴七氟丙烷、食品用塑料包装材料、PVC回收树

脂、消毒用品、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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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衢州巨塑化工有限公司（合并）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06,410.56万元，净资产89,992.32万元；2019年

度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133,065.12万元，净利润13,126.66万元。

34、浙江巨化化工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龙游县溪口镇

法定代表人：方芳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04606051Q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硫铁矿、铜、铅、锌地下开采（有效期至2026年12月18日止）；萤石浮选；三氯化铝（无水）批发（凭有效《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工业设备制作、安装及维修；建筑材料、预制构件的制造及销售；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汽油、柴油、

润滑油的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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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化工矿业有限公司（合并）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28,767.66万元，净资产-678.90万元；2019年度

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13,889.03万元，净利润1,894.94万元。

35、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巨化中央大道

法定代表人：郑土生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147760899F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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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2,439.39万元，净资产2,761.01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

表营业总收入17,109.84万元，净利润23.07万元。

36、浙江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衢化街道中央大道242号B424室

法定代表人：周永清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232300572XT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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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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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362.67万元，净资产349.98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营

业总收入627.63万元，净利润148.12万元。

37、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培训中心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巨化集团公司文苑村25号

法定代表人：叶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206561947XM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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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互联网信

息）；承办各类文体活动和礼仪服务；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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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培训中心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880.68万元，净资产1,803.38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

营业总收入665.31万元，净利润-74.36万元。

38、浙江巨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巨化集团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范俊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59054899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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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本部）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3,225.54万元，净资产2,774.49万元；2019年度

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2,463.26万元，净利润297.31万元。

39、浙江华知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衢化街道中央大道197号1幢2层

法定代表人：刘金岩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2785673781P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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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知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854.88万元，净资产385.53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

营业总收入717.32万元，净利润206.28万元。

40、浙江巨化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巨化厂前路67号

法定代表人：林金元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5928587129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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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硅、煤炭（无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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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铁路运输辅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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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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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物流有限公司（合并）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63,428.94万元，净资产35,138.38万元；2019年度合

并报表营业总收入64,422.32万元，净利润1,058.90万元。

41、衢州巨化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巨化集团公司办公楼附楼

法定代表人：陈昌敏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04600549H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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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巨化传媒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689.62万元，净资产307.70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营业总

收入648.43万元，净利润2.50万元。

42、衢州衢化宾馆有限公司

注册地：衢州市巨化北苑村1号

法定代表人：朱国平

注册资本：63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147734615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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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销售；会议服务；物

业管理；保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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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衢化宾馆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3,169.33万元，净资产602.35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营业总

收入1,721.69万元，净利润69.76万元。

43、浙江科健安全卫生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衢化街道文苑村18幢2楼

法定代表人：黄毅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27368580777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安全和职业卫生技术咨询；安全评价；成年人非证书类职业技能培训；职业卫生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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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科健安全卫生咨询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040.27万元，净资产902.05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

表营业总收入857.59万元，净利润149.18万元。

44、衢州市新前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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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步红祖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65239806M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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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新前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667.62万元，净资产373.40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

表营业总收入2,011.42万元，净利润5.39万元。

45、巨化集团公司兴化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衢化路1126号

法定代表人：步红祖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04597087Q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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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销售食品、农产品、日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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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化集团公司兴化实业有限公司（母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2,964.74万元，净资产-4,248.20万元；

2019年度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12,196.68万元，净利润-1,534.12万元。

46、浙江巨化检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东南时代城3幢917室

法定代表人：施国有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MA29THG80B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石化装置及其它工业设备安装、维修；石油化工工程；机电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机械、

电气及自动化控制设备的维护、安装、检修；计量器具的安装、修理；特种设备改造、修理；吊装服务；为工业专用设备检修、安

装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项目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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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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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检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23,358.18万元，净资产9,074.79万元；2019年度合

并报表营业总收入60,182.61万元，净利润2,179.63万元。

47、浙江南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衢化街道中央大道197号1幢3层

法定代表人：刘金岩

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147759206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测绘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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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未经审计，浙江南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本部）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3,109.51万元，净资产1,391.80万元；2019

年度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4,291.04万元，净利润533.40万元。

48、衢州氟硅技术研究院

注册地：衢州高新园区春城路15号6楼

法定代表人：王树华

开办资金：180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800554776468P

经营范围：以服务我市氟硅企业科技创新,增强氟硅行业综合实力。开展氟硅产业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开发新产品,开展技

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进行新技术成果转化与推广等。

未经审计，衢州氟硅技术研究院2019年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524.67万元，净资产504.17万元；2019年度合并报表营业总收

入361.37万元，净利润4.30万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上述第2～4家公司为其下属企业。

2、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原控股股东， 于2019年9月底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无偿划转至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上述第6～48家公司为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截止至2020年9月，巨化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视同本公司的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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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公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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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与巨化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注：关联关系截止至2020

年9月，本次关联交易预计截止至2020年9月）、与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与巨化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合作协议》（截止至2020年6月17日）编制。与巨化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

内容详见于2018年4月20日披露的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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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内容详见同期披露的临202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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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详见于

2019年4月19日披露的临2019－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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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发挥专业化协作、资源互补优势，实现资源合理配置，降低企业运作成本，保障生产经营安全与稳定，增强盈利能力，公

司遵循公平公允的原则，经与各方协商，推出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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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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