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公告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18-020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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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民士达”）系公司的下
游客户，公司向其销售芳纶系列产品、购买芳纶纸并向其提供综合服务；烟台裕
兴纸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兴纸品”）系公司的供应商，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向其采购纸管，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泰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祥投
资”）、烟台裕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祥化工”）向其出租生产所需
的厂房土地及其办公场所，并向其提供其他综合服务；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万华化学”）系公司的供应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其及其控股
子公司采购原料。
2018 年公司的主要日常关联交易范围有所变化，主要是增加与万华化学的
关联采购，预计 2018 年与烟台民士达的交易金额为 7,260 万元，与裕兴纸品的
交易金额为 3,860 万元，与万华化学的交易金额为 21,000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已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在表决时，关联董事孙茂健、宋西全、马千里、迟海平、高峰、樊玮进行了
回避，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还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
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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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上年实际发生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或预计金额

发生金额

7,200.00

4,613.68

2.97

销售商品（含燃动力）
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

购买商品

10.00

4.17

100.00

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

50.00

22.64

8.39

金额小计

7,260.00

4,640.49

100.00

36.66

38.95

3,600.00

2,728.37

58.15

160.00

151.59

56.16

3,860.00

2,916.62

21,000.00

--

32,120.00

7,557.11

销售商品（含燃动力）
烟台裕兴纸制品有限
公司

采购包装材料
租赁厂房办公室及综合服务
金额小计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购买商品

合计

（三）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2017 年实际发生
关联人

烟台民士达特
种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发生金额

6,000.00

4,613.68

2.97

--

购买商品

10.00

4.17

100.00

--

综合服务

50.00

22.64

8.39

--

金额小计

6,060.00

4,640.49

100.00

36.66

38.95

--

4,500.00

2,728.37

58.15

--

160.00

151.59

56.16

--

4,760.00

2,916.62

-38.73

10,820.00

7,557.11

--

销售商品（含燃
动力）

采购包装材料
租赁厂房办公
室及综合服务
金额小计

合计

实际发生
金额与预
占同类
计金额差
业务比
例（％） 异（%）

预计金额

销售商品（含燃
动力）
烟台裕兴纸制
品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23.42

披露日期及索
引

2017 年 4 月
26 日的
2016-006 号
《2017 年度
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

2017 年 度 公 司 与 烟 台 民 士 达 实 际 发 生 的 关 联 交 易 金 额 低 于 预 计 金 额
23.42%，主要原因是芳纶供应紧张，其从本公司实际采购的金额低于预期；公司
与裕兴纸品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低于预计金额 38.73%，主要原因是 2017 年
公司对部分氨纶设备进行了检修，纸管采购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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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专项意见，具体请见 2018 年 4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九届八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烟台民士达
烟台民士达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孙茂健，住所为烟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峨眉山路 1 号内 2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6894842353，主营业
务为芳纶纸及其衍生产品的制造、销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
产为 24,827.14 万元，股东权益为 20,754.40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8,704.85 万元，净利润 1,156.20 万元【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2）裕兴纸品
裕兴纸品注册资本 60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常勇，住所为山东省烟台市栖霞
市中桥镇开发区浙江路南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67456783262，主营业
务为纸管、纸板及相关纸制品的生产和销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
总资产为 1,936.17 万元；股东权益为 1,714.21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2,732.12 万元，净利润 120.21 万元【以上数据经山东永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计】。
（3）万华化学
万华化学注册资本 273,401.28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廖增太，住所为山东
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 17 号，主营业务为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内化学
危险品的生产；许可证范围内铁路专用线经营；丙烷、正丁烷（带有存储设施的）
经营、仓储经营(以上经营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聚氨酯及助剂、异氰酸
酯及衍生产品的开发、技术服务及相关技术人员培训；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
业务；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6,582,773.2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为 2,727,953.99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5,312,317.33 万元，净利润 1,330,931.97 万元【以上数据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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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本公司直接持有烟台民士达 15%的股权，本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新女士
任烟台民士达董事长，董事高峰先生任烟台民士达董事。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三）项的规定，烟台民士达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裕兴纸品系泰和新材集团的下属控股子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的规定，裕兴纸品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万华化学的控股股东——烟台万华化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泰和新材集团皆系国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的规定，万华化学与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公司经营活动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与烟台民士达的购销合同
（1）合同主要条款：
标的：泰美达®间位芳纶短切纤维、沉析纤维；泰普龙®对位芳纶短切纤维、
浆粕；民士达®芳纶纸。
规格、数量：甲方（指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下同）根据乙方（指烟台民士
达，下同）的要求，按所需品种向乙方销售芳纶产品；乙方根据甲方的需求，按
所需品种向甲方销售芳纶纸，具体数量以收货单确认的数量为准。
价格：泰美达®间位芳纶沉析纤维和短切纤维如有市场价格，参照甲方公开
销售的市场价格确定；如无市场价格，按照生产成本加成法确定，生产成本利润
率不低于甲方同期常规本白过滤短纤的平均值。
泰普龙®对位芳纶短切纤维、浆粕，民士达®芳纶纸参照公开销售的市场价格
确定。
具体的销售价格以甲乙双方确认的产品订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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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处理品售价按照库存产品的账龄和性能，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生产成
本利润率不受上述条款约束。
付款方式及时间：以电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货款，结算账期参照销售
方公开销售产品的客户平均收款账期，原则上结算期不超过 3 个月。
交货方式、地点：送货至买方仓库。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30 日与烟台民士达签署《购销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自双方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2、与烟台民士达的综合服务协议
（1）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指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下同）向乙方（指烟台民士达，下同）提供
水、电、蒸汽、劳保用品、备品备件、污水处理及食堂、安全保卫、班车、商务
用车、宿舍等服务。
乙方每月支付给甲方综合服务费用 2 万元(涵盖甲方提供的食堂、安全保卫、
班车、宿舍等后勤项目服务)。
甲方提供的其他服务，可在实际发生时单独签署协议，参照市场价格确定服
务费用。
上述各项费用原则上每季度结算一次。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30 日与烟台民士达签署《综合服务协议》，有效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自双方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3、与裕兴纸品的购销合同
（1）合同主要条款：
标的：纸管。
规格、数量和价格：乙方（指裕兴纸品，下同）根据甲方（指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下同）的要求，按所需品种发货，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参照上一年
度实际成交价格制订。具体规格、数量和价格以乙方开具并经甲方确认的销货清
单为准。
上述价格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进行调整；甲方根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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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其它规格的纸管，可根据市场行情与乙方协商决定其价格。
付款：甲方以支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乙方货款，原则上货到验收合格
一个月后付款。
交货方式、地点：乙方送货至甲方仓库。
包装物：为促进资源节约，实现循环利用，甲方可按每个 0.45 元的价格将
纸管包装箱交由乙方回收使用。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裕兴纸品签订《购销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自双方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4、与裕兴纸品的厂房租赁及综合服务协议
（1）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指泰祥投资，下同）将位于栖霞工业园内 1#车间、锅炉房给乙方（指
裕兴纸品，下同）使用，租赁的厂房面积为 10,286.62 平方米，租赁费用为每月
8 元/平方米，月计 82,292.96 元。
甲方提供乙方园区安全、卫生等服务，每月收取管理费 30,859.86 元。
上述各项费用原则上每月结算一次。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泰祥投资已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与裕兴纸品签署《厂房租赁及综合服务协
议》，有效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自双方有权机构批准后
生效。
5、与裕兴纸品的办公室租赁及综合服务协议
（1）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指裕祥化工，下同）将位于栖霞工业园内办公楼一楼东三间办公室
（136.74 平方米）出租给乙方（指裕兴纸品，下同）使用，租赁费用为每月 15
元/平方米，月计 2,051.10 元。
此外，甲方向乙方提供污水处理、食堂、安全保卫等后勤服务项目，乙方每
月支付给甲方管理费用 1.50 万元。
上述各项费用原则上每月结算一次。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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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祥化工已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与裕兴纸品签署《办公室租赁及综合服务
协议》，有效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自双方有权机构批准
后生效。双方可根据实际需要，对协议有效期进行适当调整。
6、与万华化学的采购合同
（1）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
名称：纯 MDI；

化学品名称： 4,4’-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名称：CDMDI-100L(H)；

化学品名称：碳化二亚胺-脲酮亚胺改性 4，4’-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名称：高纯氢氧化钠
产地：烟台或宁波
产品供货与返利：
具体的供货数量、付款及购买主体以双方盖章确认的“万华化学（烟台）销
售有限公司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为准。
甲方对乙方的返利约定见“万华化学 2017 年 MDI 产品返利合同”。
产品价格约定：
本合同中价格以甲乙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付款方式和付款时间：
付款方式：乙方以电汇、银行承兑汇票等甲方认可的方式支付给甲方，具体
付款方式以甲乙双方确认的订单为准。
付款时间：具体付款时间以甲乙双方确认的订单为准。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与万华化学（烟台）销售有限公司（万华化学全
资子公司）签署《2017 年 MDI 产品供货合同》，于 2017 年 12 月 16 日与万华化
学（烟台）氯碱热电有限公司（万华化学控股子公司）签署《产品购销合同》，
有效期均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自双方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向烟台民士达销售芳纶短切纤维和沉析纤维，是为了依托烟台民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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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芳纶纸生产技术，开拓芳纶应用领域，增加产品销量；向裕兴纸品采购纸管，
是为了利用产地近的优势减少原材料库存，降低采购成本；向裕兴纸品出租厂房
土地、向两家企业提供综合服务是为了提高公司相关资产的收益，并加强与其的
战略合作关系，实现共赢和发展；向万华化学采购原料，是为了满足企业正常生
产需要，同时利用产地近的优势降低采购成本。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公允的市场价
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有积极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受到影响，主要业务也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签署了认可意见，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
经营的需要；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公
允合理；该交易获得了董事会的批准，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交
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 2018 年 4 月 25 日的巨潮资讯网。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烟台民士达签署的《购销合同》、《综合服务协议》；
3、公司及其子公司与裕兴纸品签署的《购销合同》、《厂房租赁及综合服务
协议》、《办公室租赁及综合服务协议》；
4、公司与万华化学子公司签署的《2017 年 MDI 产品供货合同》、《产品购
销合同》；
5、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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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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