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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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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松岩冶金材料（全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

岩冶金”）、瑞金市绵江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江萤矿”）拟与参股公司

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凯化工”）发生日常采购、销售商

品关联交易，预计全年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0.63%。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正，

交易公允，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也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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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12 月 5 日，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深圳新星”）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联董事刘景麟先生回避

表决，其他 8 位董事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0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刘景麟先生将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的事项事前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对公司提供的会

议资料进行审阅，我们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松岩冶金、绵江萤矿 2020 年度拟



 

与参股公司汇凯化工之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公平、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关于 2020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

董事已履行了回避义务；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交

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原则，公平、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全体委员一致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参股公司 2020 年度预计实施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子公司日常生产的正常运行，符合其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

交易事项公平、合理；汇凯化工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交易风险可控；审议程序

合法合规，未发现有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

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预计 2019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具体的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对方 
2019年度预

计金额 

2019 年 1-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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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萤石粉 

江西省汇凯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瑞金市绵江萤矿 

有限公司 
3,500 1,492.46 

实际向关联人销

售的萤石粉减少 

向关联人 

购买氢氟酸 

江西省汇凯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松岩冶金材料 

（全南）有限公司 
8,500 3,312.72 

实际向关联人购

买的氢氟酸减少 

合计   12,000 4,805.1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2019 年 1-10 月实际发生金额为不含税金额，下同。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并对 2020 年度采购、销售

业务进行预测，公司预计 2020 年度全资子公司与汇凯化工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对方 

2020 年

度预计

金额 

预计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2019 年

1-10 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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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萤石

粉 

江西省汇凯

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瑞金市绵江

萤矿有限公

司 

5,000 70 1,492.46 49.20 

2019 年实际发生额

为 2019年1-10月的

金额，本次预计为

2020 年全年发生

额，故产生一定差异 

向关联人

购买氢氟

酸 

江西省汇凯

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松岩冶金材

料(全南)有

限公司 

10,000 66.67 3,312.72 40.87 

2019年实际发生额

为 2019年1-10月的

金额，本次预计为

2020年全年发生

额，故产生一定差异 

合计 — — 15,000 — 4,805.18 — — 

注：松岩冶金生产的氟盐产品（氟钛酸钾和氟硼酸钾）主要用于满足公司铝晶粒细化剂

生产所需，2020年氟盐产品的产量将全面增长，一方面为了满足公司铝中间合金、铝晶粒

细化剂扩产所需的氟盐原材料需求，另一方面氟盐产品将对外进行销售，因此，氢氟酸的需

求量将增长，预计交易总量将大幅增长。同 2019年相比，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区间为 2020

年度全年 12个月，比上期区间有所增加。因此，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同比有所提

高。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参股公司名称：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33MA365H9M9R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林文江 



 

5、住所：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筠门岭镇九二工业基地 

6、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7 年 08 月 08 日 

8、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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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30%，自然人林文江、张裕生、胡珍珍、刘娜、张

国祥、曾志英、钟威分别持股 24.8%、17.4%、9.6%、6%、5.6%、3.6%、3% 

10、经营情况：汇凯化工主营氢氟酸产品，目前已形成年产 2 万吨的无水氟

化氢生产能力，并取得二期 3 万吨无水氟化氢扩产项目备案，建成后将达到年产

5 万吨无水氟化氢的生产能力；目前汇凯化工已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取得江西

省应急管理局换发的 2 万吨无水氟化氢项目《安全生产许可证》【(赣）WH安许

证字[2019]1060 号】，目前正在办理营业执照变更事宜，预计近日即将办理完毕。

汇凯化工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日期 

科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76,530,291.82 129,947,477.83 

净资产 53,229,695.57 98,537,051.05 

   年度 

科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0 118,994,435.53 

净利润 -1,770,304.43 279,374.43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汇凯化工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 30%的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刘景麟先生担任汇凯化工的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的相关规定，汇凯化工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汇凯化工

的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1-10 月与汇凯化工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805.18 万元，交易履约情况较好，付款情况正常；汇凯化工是一家主营氟化工

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汇凯化工拟建设年产 5 万吨氢氟酸项目，目前已

经取得 2 万吨/年的无水氟化氢生产批文，并建成生产线；其核心队伍拥有高素

质的管理水平，丰富的氢氟酸生产经验；汇凯化工资产负债率较低且其主营产品

市场前景好，需求旺盛，行业门槛高，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交易风险可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全资子公司绵江萤矿与汇凯化工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系向汇凯化工销

售萤石粉，松岩冶金与汇凯化工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系向汇凯化工采购氢氟酸原

材料，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萤石精粉销售价格和氢氟酸采购价格参照市场主流价格协商确定，与其他客户、

供应商的定价政策、结算时间和方式一致（绵江萤矿在向汇凯化工销售萤石精粉

时，将依据实际生产情况，尽可能保持向其它 1-2 家客户进行萤石精粉的销售；

松岩冶金在向汇凯化工采购氢氟酸，同时将保持向其它 1-2 家供应商进行氢氟酸

的采购，以保证公允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绵江萤矿供应萤石

粉，参股公司汇凯化工生产氢氟酸，全资子公司松岩冶金使用氢氟酸生产氟钛

（硼）酸钾，深圳新星和洛阳新星使用原材料氟钛（硼）酸钾生产铝晶粒细化剂、

铝中间合金、节能新材料、钛基合金材料等，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公司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销售日常商品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实现互

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局面，同时进一步强化公司全产业链的资源优势，保障公司

生产运营对氢氟酸的需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终端产品毛利率，为公司未来的

全产业链布局奠定坚实基础。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原则，依照市场定价，没有损

害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目前国内萤石粉及氢氟酸的市场竞争较为充分，交易

对方的可替代性强，且销售金额/采购金额总体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



 

本的比例较小，因此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

独立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关联交易公平、合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核查了公司本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涉及的相关议案、

董事会决议及独立董事意见后认为： 

1、深圳新星本次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过程的需要，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有利

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及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形； 

2、深圳新星本次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应履行必要的法律程

序。在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 2020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予以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9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时，独立董事亦对此发表

了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综上，海通证券对公司本次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4、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5、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6、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