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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华润材料”）业务发展及

2022年度经营规划，公司及子公司预计与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等同受公司实

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共同控制的关联方，以及其他关联方常州宏川石化仓储有限

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业务，交易事项主要涉及采购商品与服务、销售产品、关联租赁、关

联方存贷款等事项。公司2021年度预计向关联人采购商品和服务总金额47,630万元，向

关联人销售产品150,000万元，关联租赁1,315万元，关联方存贷款利息收入及手续费

172.6万元；公司2021年度实际向关联方采购商品与服务总金额为16,066.6万元，销售

产品总金额47,252.14万元，关联租赁398.91万元，关联方存贷款利息收入及手续费

183.15万元。结合公司2021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公司预计2022年度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与服务总金额为28,969.86万元，销售产品总金额96,600万元，关联租赁720.39万

元，关联方存贷款利息收入及手续费300.2万元。 

2022年1月2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预计与受共同控制方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控制

的企业的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其中陈小军、田美圆、房昕等三位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预计与其他

关联方常州宏川石化仓储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其中田美圆、房昕两位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亦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与事前认可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



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华润化学材料投资有限公司（原华润

化学材料有限公司，已更名）、华润化工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浦发银行－中信建

投华润化学材料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三位关联股东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

《关于2022年度预计与受共同控制方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限额的议

案》回避表决;华润化学材料投资有限公司将对《关于2022年度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常州

宏川石化仓储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回避表决。 

 

（二）预计2022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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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和服务 

受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采购商品和

服务 

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

价 
3,000 0.978 2,035.68 

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 
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

价 
6,319.72 615.37 11,875.88 

华润（江苏）电力销

售有限公司 
生产用电 

参考江苏电力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公布的交

易均价和月度竞价 

5,252.49 0 0 

华润电力（广东）销

售有限公司 
生产用电 

参考广东电力交易中

心公告的月度交易与

竞价结果 

9,442.65 0 0 

润联软件系统（深

圳）有限公司 
IT服务 

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

价 
3,000 26.09 505.51 

常州宏川石化仓储有

限公司 
仓储服务 

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

价 
1,955 0 1,649.53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华润怡宝饮料（中

国）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公开招投标 96,600 3,273.30 47,252.14 

关联租赁 
受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房屋租赁 

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

价 
720.39 51.90 398.91 

关联方 

存贷款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

限公 

利息收入 

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

价 

300.00 0 183.07 

手续费 0.20 0.08 0.08 

注：1、受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共同控制的关联方数量较多，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信息，公司对预

计与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在300万以上且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关联方进行单独列示，其他关联

人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2、公司与华润怡宝的关联交易额按照在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招投标框架下进行的下属公司、代工厂

的交易总额汇总计算、列示。 

3、表中“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上年发生金额”未经审计，实际数据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三）上一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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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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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服务 

 

 

受中国华润有限公

司同一控制下的关

联方 

采购商品和

服务 
2,035.68 10,930 3.31% -81.38% / 

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 11,875.88 30,000 26.13% -60.41% / 

华润（江苏）电力

销售有限公司 
生产用电 0 1,000 0 -100% / 

华润电力（广东）

销售有限公司 
生产用电 0 1,000 0 -100% / 

润联软件系统（深

圳）有限公司 
IT服务 505.51 1,700 81.38% -70.26% / 

常州宏川石化仓储

有限公司 
仓储服务 1,649.53 3,000 47.91% -45.02% /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华润怡宝饮料（中

国）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47,252.14 150,000 4.71% -68.50% / 

关联租赁 

受中国华润有限公

司同一控制下的关

联方 

房屋租赁 398.91 1,315 52.89% -69.66% / 

关联方 

存贷款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利息收入 183.07 172.5 10.79% 6.13% / 

手续费 0.08 0.10 0.05%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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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中，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

差异，主要原因系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实际市场情况和业务发展需求预计，公司

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采购、销售等业务进行策略性调整。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经

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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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平等、自愿、公平、互利的原则，主要

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关联交易严格按照相关协议执行。公司2021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的金额与预计金额有较大差异，主要系公司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对采购、

销售等业务进行适当调整等原因所致，属于正常经营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独

立性。 

 

注：公司于2021年10月26日上市，上表中“披露日期及索引”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称“华润怡宝”） 

法定代表人：张伟通 

注册资本：65,000万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第五工业区朗山路怡宝食品饮料园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生产经营饮料、食品及与食品相关的机械设备、聚酯

原料及产品、PET瓶、零配件、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不含许可证管理及限制项目）；自

动售货机的销售、租赁、运营管理（不含限制项目）及相关技术咨询；进出口及其相关

配套业务（涉及国营贸易、配额、许可证及专项管理规定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申请后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自动售货机的安装、维护。 

产权及控制关系：华润怡宝是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投资有限公司100%持股的全资

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华润怡宝2021年度总资产7,826,128,831.14元，净资产2,174,721,606.35元，主营

业务收入11,318,830,250.32元，净利润430,126,613.25元。 

 

（2）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华润银行”） 

法定代表人：李福利 

注册资本：604,268.7183万人民币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1346号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金融业务（具体按

B0199H244040001号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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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及控制关系：华润银行为华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0.28%的控股子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华润银行2021年（合并口径）总资产2,793.17亿元，净资产213.30亿元，营业收入

75.09亿元，净利润18.54亿元。 

 

（3）华润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称“华润建筑”） 

法定代表人：燕现军 

注册资本：120,000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4层407室 



经营范围：各类建筑工程及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的咨询、承包、监理；建筑材

料、木材、钢材、化工材料的销售（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华润建筑为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华润建筑2021年度总资产32,287,249,292.19元，净资产3,758,736,243.02元，主

营业务收入7,741,479,231.23元，净利润292,178,809.35元。 

 

（4）华润（江苏）电力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称“华润江苏电力”） 

法定代表人：戴君彦 

注册资本：20,100万人民币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心洲文泰街89-16-2号 

经营范围：购电、售电业务；热力销售；售电相关配套服务；碳交易、新能源配额

指标交易；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方案咨询、用电增值咨询与服务；新能源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售电业务平台建设与运营；售电相关培

训服务。（涉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产权及控制关系：华润江苏电力为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的全资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华润江苏电力2021年度总资产245,574,012.21元，净资产156,880,133.9元，主营

业务收入127,917,973.04元，净利润2,694,120.38元。 

 

（5）华润电力（广东）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称“华润广东电力”） 

法定代表人：马力 

注册资本：21,000万人民币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71号17楼X1706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安装服务;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电力输送设施安装工程服务;

电能质量监测;电气机械检测服务;机动车充电站、电池更换站建设、经营;电力工程设

计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电力抄表装置、负荷控制装置的设计、安装、维修;

节能环保技术开发与服务;环保技术转让服务;环保技术咨询、交流服务;节能技术咨

询、交流服务;碳减排技术咨询服务;能源管理服务;能源技术咨询服务;能源技术研究、

技术开发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环保技术推广服务;可再生能源领



域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电气机械设备销售;通用机械设备销售;物联

网技术研究开发;为电动汽车提供电池充电服务;风力发电;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产权及控制关系：华润广东电力为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的全资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华润广东电力2021年度总资产202,566,240.45元，净资产136,394,127.07元，主营

业务收入71,764,617.93元，净利润545,886.06元。 

 

（6）润联软件系统（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称“润联软件”） 

法定代表人：董坤磊 

注册资本：58,403.184万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136号深圳新一代产业园2栋8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及配套零件、网络产品、多媒

体产品、电子信息产品及通讯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电气设备的批发、进

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

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计算机软件开发及相关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的集成；以承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系统应用管理和维护、信

息技术支持管理、软件开发、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信息咨询（不

含限制项目）；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

项目）；商务信息咨询；商业信息咨询。许可经营项目是：智能建筑；建筑智能化工程

的施工；增值电信业务。 

    产权及控制关系：润联软件为华润数科控股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润联软件2021年度总资产962,575,693.59元，净资产182,680,672.18元，主营业务

收入891,566,688.47元，净利润-83,783,004.10元。 

 

（7）常州宏川石化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称“宏川仓储”） 

法定代表人：黄韵涛 

注册资本：35,000万人民币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圩塘江边工业园龙江北路1585号 

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服务；港口货物（含危化品）装卸、仓储和港内驳

运服务（以上凭港口经营许可证经营）；化工原料及产品的批发（涉及危险品的凭危险

化学品许可证经营）；从事石化码头及仓储设施的建设；港口设施租赁、维修服务；自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446781085-c747033109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燃料油、润滑油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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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及控制关系：太仓阳鸿石化有限公司持有56.91%的股权，华润化学材料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40%的股权，常州新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3.09%的股权，实际控制人为林海川

先生。 

宏川仓储2021年度总资产970,160,920.69元、净资产393,345,920.86元、主营业务

收入231,181,173.24元、净利润83,072,097.99元。 

上述各关联方的财务数据分别由各关联方提供，未经过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华润怡宝、华润银行、华润建筑、华润江苏电力、华润广东电力、润联软件

均为与公司同受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共同控制的关联法人。 

（2）公司董事田美圆女士、房昕先生分别担任宏川仓储董事职务，公司控股股东

华润化学材料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宏川仓储40%的股权。 

 

3、履约能力分析 

华润怡宝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旗下专业的饮料企业，是国内早期专

业化生产包装饮用水的企业之一。作为中国包装饮用水行业的知名企业，华润怡宝的销

售网络已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市，其各项主要财务指标优良，资产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

支付能力。 

华润银行是具有一级法人资格的城市商业银行，下设10家分行、87家支行及2家控

股村镇银行。华润银行扎根于粤港澳湾区核心区域，资产规模雄厚，质量优良，发展态

势稳健。 

华润建筑拥有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三项施工总承包和电子与智能化、建

筑装修装饰、建筑幕墙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四项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核心业务为大

型复杂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总承包、工程代建，已在施工总承包、工程代建、机电施

工总承包、精品幕墙施工等方面建立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华润江苏电力、华润广东电力均为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旗下专业从事电力交易业

务的大型企业；润联软件为专业从事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开发的企业；宏川仓储为上

市公司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提供码头设施、港口货物仓储服务的专业化

企业。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323265655-c344995619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49923409-c3449956195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不存

在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主要为采购商品与服务、销售产品、关联租赁、关联方存贷款

等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往来，定价原则和依据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

公允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和参考同期市场价格水平协商等方式确

定，其中公司对华润怡宝的产品销售，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向关联方采购生产

用电力，主要通过电力交易中心公布的交易均价或竞价结果。日常关联交易业务过程中

涉及的收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遵循公司一般商业条款行为。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状况，在上述预计的202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授权范围内，签订有关协议或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与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有利于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保持公司持续发展与稳定增长。  

2、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客观公平、自愿平等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

价、公平交易，交易价格及收付款安排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与各关联方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预计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持续存在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主

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的发生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1.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限额是基于

公司 2022 年度可能发生的交易情况作出的合理预测，预计的关联交易额度合理，符合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并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交易价格按

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22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限额是基于公司2022年度可能发

生的交易情况作出的合理预测，预计的关联交易额度合理，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

要，并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不存在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

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华润材料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利互

惠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2）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尚需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