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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3366         证券简称：凯利核服       主办券商：中信证券 

 

中核凯利深圳核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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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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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16 日，中核凯利深圳核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关于预计

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均需回避表决，因出席

本次董事会的有表决权的董事不足三人，董事会不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性关联性交易基本情况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20 年度预计发生

金额（万元人民

币） 

1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燃

料、动力/商品/服务 
600 

合  计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20 年度预计发生

金额（万元人民

币） 

1 

中国核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服务 10,500 

合  计 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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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租赁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20 年度预计发生金额 

（万元人民币）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企业 

车辆租赁、房屋租赁(含

物业费) 
400 

4、关联担保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20 年度预计发生金额 

（万元人民币） 

股东中核深圳凯利集团

有限公司 

为公司借款等事项提供担

保 
4,000 

5、其他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20 年度预计发生金额 

（单位：人民币） 

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向在关联方开设的存款

账户存入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最高余额不超过

2.5 亿元，授权公司经营管

理层根据市场行情与对方协

商确定存款利率。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贷款 

贷款总金额不超过 4,000 万

元，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

据市场行情与对方协商确定

贷款利率。 

(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键管理人员：指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关联法人 

关联方名

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住所 

企业

类型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务 

中国核工

业集团有

限公司及

其下属企

业 

5,950,000.00  

北京市

西城区

三里河

南三巷

1号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国有

独资) 

余剑锋 

主要承担核电、核动力、核材料、

核燃料和放射性废物处理与处置、

铀矿勘查采治、核仪器设备、同位

素、核技术应用等核能相关领域的

科研开发、建设与生产经营，对外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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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和进出口业务。 

中国宝原

投资有限

公司 

75,725.53  

北京市

西城区

南礼士

路 3A

号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孟琰彬 

资产管理；投资、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仪器仪表、节能环保产品、

核工业产品、核技术应用研发、设

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核产业

的配套服务；物业经营管理；出租

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销售医

疗器械、仪器仪表、核电成套设

备、核仪器设备、机电产品、木

材、建材、五金工具、化工原料、

计算机及配件；工程承揽；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中核深圳

凯利集团

有限公司 

22,100.6335  

深圳市

福田区

滨河路

5002

号联合

广场 A

座

2705-

2707

室 

有限

责任

公司 

刘录 

核电通用服务;核电技术、工程、

运营、维修等相关项目承包服务;

核电专用人员管理服务;企业管理

通用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信

息咨询;开发经营高新技术工业产

品(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除

外 );进出口业务按深贸管审证字

第 582号文规定办理;物业租赁与

管理。经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属

下企业生产的民用产品(凡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项目除外);员工宿舍管

理和食堂管理;在核工业系统内开

展劳务协作,承包业务(涉及国家专

项许可的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消防工程施工及维护保养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交通运输服务;

人力资源管理;人才信息咨询;人才

派遣;劳务派遣;核电专用人员派

遣。 

中核财务

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市

西城区

三里河

南四巷

1号 

有限

责任

公司 

陈书堂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

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

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

员单位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

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

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

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

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

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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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企业债劵;对金融机构的股

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 

(二)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系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企业 

中国宝原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企业 

中核深圳凯利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企业 

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企业 

(三)其他事项 

无。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其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关联

方签订合同，最终实际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将不超过本次

预计的额度。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

原则，定价按市场价格，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无不良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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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对 2020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均基于公司正常业务运

营所可能产生，并有助于公司业务开展的原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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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

营的正常需要。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核凯利深圳核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 

 

 

中核凯利深圳核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