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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概述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7 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分为 16 个表决事项，分项进

行表决。 

事项一：公司向辽宁中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企业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收

取小额贷款利息、收取咨询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 7,707.50 万元。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学仁

回避表决； 

事项二：公司向盘锦博亚惠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企业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

易金额不超过 4,657.50 万元。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宋朴海

回避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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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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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三：公司向盘锦现代电梯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

保费及评审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931.50 万元。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长凯

回避表决； 

事项四：公司向辽宁天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企业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

易金额不超过 4,657.50 万元。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雒波回

避表决； 

事项五：公司向盘锦联合四方资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

保费及评审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收取小额贷款利息、收取咨询

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820.50 万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六：公司向盘锦蟹田贡米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保

费及评审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657.50 万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七：公司向辽宁辽河泰利达石油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小额信

贷贷款、收取小额贷款利息、收取咨询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

易金额不超过 1,369.35 万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八：公司向辽宁中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

保费及评审费、收取咨询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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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7.50 万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九：公司向盘锦奥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

保费及评审费，预计 2017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657.50万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十：公司向盘锦润泰商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

及评审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收取小额贷款利息，预计 2017 年

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659.45 万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十一：公司向辽宁天一农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收取小额贷款利息、收

取咨询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7,410.20 万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十二：公司向盘锦亿居环保热力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小额信

贷贷款、收取小额贷款利息、收取咨询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

易金额不超过 1,652.50 万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十三：公司向辽宁事事灵物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

保费及评审费，预计 2017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657.50万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十四：公司向盘锦凯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提供小额信

贷贷款、收取小额贷款利息、收取咨询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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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金额不超过 1,513.50 万元。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长凯

回避表决； 

事项十五：公司向盘锦昊霆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

保、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657.50 万元。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宋朴海

回避表决； 

事项十六：公司向盘锦泰利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小额信贷

贷款、收取小额贷款利息、收取咨询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

金额不超过 1,356.35 万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预计日常性关联性交易基本情况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发生金额（元） 

1 

辽宁中润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

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企业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45,000,000.00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 1,575,000.00 

为关联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30,000,000.00 

收取小额贷款利息 300,000.00 

收取咨询费 200,000.00 

2 
盘锦博亚惠农科

技有限公司及其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含私募

债担保） 

4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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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企业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含私

募债担保费） 

1,575,000.00 

3 
盘锦现代电梯销

售有限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9,000,000.00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 315,000.00 

4 

辽宁天龙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

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企业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45,000,000.00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 1,575,000.00 

5 
盘锦联合四方 

资讯有限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45,000,000.00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 1,575,000.00 

为关联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1,500,000.00 

收取小额贷款利息 10,000.00 

收取咨询费 120,000.00 

6 
盘锦蟹田贡米业

有限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45,000,000.00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 1,575,000.00 

7 

辽宁辽河泰利达

石油技术有限 

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13,500,000.00 

收取小额贷款利息 13,500.00 

收取咨询费 180,000.00 

8 
辽宁中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45,000,000.00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 1,575,000.00 

收取咨询费 600,000.00 

9 盘锦奥马建筑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4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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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限公司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 1,575,000.00 

10 
盘锦润泰商贸 

有限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45,000,000.00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 1,575,000.00 

为关联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19,500.000.00 

收取小额贷款利息 19,500.00 

11 
辽宁天一农药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45,000,000.00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 1,575,000.00 

为关联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27,000,000.00 

收取小额贷款利息 27,000.00 

收取咨询费 500,000.00 

12 
盘锦亿居环保热

力实业有限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15,000,000.00 

收取小额贷款利息 525,000.00 

收取咨询费 1,000,000.00 

13 
辽宁事事灵物业

有限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45,000,000.00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 1,575,000.00 

14 
盘锦凯信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15,000,000.00 

收取小额贷款利息 15,000.00 

收取咨询费 120,000.00 

15 

盘锦昊霆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45,000,000.00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 1,575,000.00 

16 盘锦泰利达软件 为关联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13,500,000.00 



公告编号：2017-008 

 

技术有限公司 收取小额贷款利息 13,500.00 

收取咨询费 50,000.00 

（三） 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不存在须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

表人 

辽宁中润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5,030  兴隆台区中兴路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李学仁 

盘锦博亚惠农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盘山县高升镇高

升村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宋朴海 

盘锦现代电梯

销售有限公司 

100  

盘锦市兴隆台区

凯 信 家 园

1-55-112-106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李长飞 

辽宁天龙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4,000  
盘锦市经济开发

区北环北街 58 号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雒波 

盘锦联合四方

资讯有限公司 

1,000  

盘锦市兴隆台区

兴隆大街鹤翔路

1-44-160-1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郭洪涛 

盘锦蟹田贡米

业有限公司 

1,500  
盘山县甜水乡 

孙家村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钱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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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辽河泰利

达石油技术有

限公司 

5,003  

辽宁省盘锦市兴

隆台区兴隆台街

86 号（华油综合

楼）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赵长宏 

辽宁中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2,000  
盘锦市兴隆台区

工业开发区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张泽国 

盘锦奥马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500  

盘锦经济开发区

石油高新技术产

业园 1-17-22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马丰 

盘锦润泰商贸

有限公司 

1,000  

兴隆台区油田医

院北侧(兴隆台街

69 号)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姜桂华 

辽宁天一农药

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6,000  
辽宁省盘锦辽东

湾新区化工园区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史连波 

盘锦亿居环保

热力实业有限

公司 

5,000  
盘锦市大洼县田

家镇田家村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曹宏 

辽宁事事灵物

业有限公司 

1,500  
大洼县王家乡旭

东村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李全生 

盘锦凯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800  

盘锦市兴隆台区

市府大街 15#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李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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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盘锦昊霆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58,153  

盘锦辽滨沿海经

济区鑫汇隆工业

园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王丽艳 

盘锦泰利达软

件技术有限公

司 

300  

辽宁省盘锦市兴

隆台区兴隆台街

86 号华油综合楼

三楼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金德明 

（二） 关联关系 

1、辽宁中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实业”）为公

司股东，持有公司 9.32%股份； 

2、盘锦博亚惠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亚惠农科技”）

为公司董事宋朴海控制公司； 

3、盘锦现代电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电梯”），持有

公司 6.21%股份； 

4、辽宁天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实业”）为公

司股东，持有公司 3.11%股份； 

5、盘锦联合四方资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资讯”）为公

司股东，持有公司 0.16%股份； 

6、盘锦蟹田贡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蟹田贡米业”）为公

司股东，持有公司 2.95%股份； 

7、辽宁辽河泰利达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利达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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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1.55%股份； 

8、辽宁中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升石油”）为公

司股东，持有公司 1.55%股份； 

9、盘锦奥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马建筑”）为公

司股东，持有公司 1.55%股份； 

10、盘锦润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泰商贸”）为公司股

东，持有公司 5.65%股份； 

11、辽宁天一农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农药”）

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0.03%股份； 

12、盘锦亿居环保热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居环保”）

为公司股东盘锦亿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13、辽宁事事灵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事事灵物业”）为公

司股东，持有公司 4.66%股份； 

14、盘锦凯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信房地产”）

为公司股东盘锦凯润置业有限公司、盘锦现代电梯销售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15、盘锦昊霆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昊霆园

林”）为公司股东盘锦博亚惠农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16、盘锦泰利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利达软件”）

为公司股东辽宁辽河泰利达石油技术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三） 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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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公司向辽宁中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企业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收取小

额贷款利息、收取咨询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7,707.50 万元。 

2、公司向盘锦博亚惠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企业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 4,657.50 万元。 

3、公司向盘锦现代电梯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

及评审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931.50 万元。 

4、公司向辽宁天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企业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 4,657.50 万元。 

5、公司向盘锦联合四方资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

及评审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收取小额贷款利息、收取咨询费，

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820.50 万元。 

6、公司向盘锦蟹田贡米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及

评审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657.50 万元。 

7、公司向辽宁辽河泰利达石油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小额信贷贷

款、收取小额贷款利息、收取咨询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 1,369.35 万元。 

8、公司向辽宁中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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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评审费、收取咨询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717.50 万元。 

9、公司向盘锦奥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

及评审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657.50 万元。 

10、公司向盘锦润泰商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及评

审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收取小额贷款利息，预计 2017 年度关

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659.45 万元。 

11、公司向辽宁天一农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

保费及评审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收取小额贷款利息、收取咨询

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7,410.20 万元。 

12、公司向盘锦亿居环保热力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收取小额贷款利息、收取咨询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

超过 1,652.50 万元。 

13、公司向辽宁事事灵物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及

评审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657.50 万元。 

14、公司向盘锦凯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收取小额贷款利息、收取咨询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

超过 1,513.50 万元。 

15、公司向盘锦昊霆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收

取担保费及评审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657.50

万元。 

16、公司向盘锦泰利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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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小额贷款利息、收取咨询费，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

超过 1,356.35 万元。 

四、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定价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有偿公平、双方

自愿的原则，交易价格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经

营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良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所需，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二）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涉及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

为关联方提供小额信贷贷款、收取小额贷款利息、咨询费等业务均

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亦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目录 

《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