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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0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0 年

发生金额 

2019 年与关

联方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如有） 

购买原材料、燃

料和动力 

公司向青岛洛唯新

材料有限公司购买

原材料 

45,000 

- - 

公司向广东芳源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购

买原材料 

25,000 

公司向宁波拜特测

控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购买配件 

10 

销售产品、商

品、提供或者接

受劳务，委托或

者受托销售 

公司向鸡西市柳毛

富祥石墨制品有限

公司销售商品 

2,000 

- - 

公司向宜宾金石新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500 

公司接受宜宾金石

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提供的劳务服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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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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含共同投

资、委托理财、

委托贷款） 

无 0 - - 

财务资助（挂

牌公司接受

的） 

无 0 - - 

公司章程中约

定其他的日常

关联交易 

- - - - 

其他 

公司向深圳市深瑞

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试验设备 

100 

- - 

深瑞墨烯科技有限

公司租赁公司厂

房、用电 

50 

公司向宜宾金石新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租赁厂房、办公楼 

150 

公司委托山西贝特

瑞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石墨化加工 

22,500 

公司委托宜宾金石

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进行石墨化加工 

5,500 

公司委托青岛洛唯

新材料有限公司提

纯石墨 

4,500 

合计 - 107,510 - - 

注 1：目前公司（含子公司）2019年度与各关联方实际发生金额尚未完全统

计，具体数据将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注 2：表格中“公司”指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合并报表子公司。 

 

（二）基本情况 

1.关联方介绍 

（1）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山西贝特瑞”），

法定代表人：耿林华；公司类别：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15 日 ；注册资本：4,000 万元；经营范围：负极材料生

产、销售、研发；人造石墨生产；碳材料生产、研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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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山西贝特瑞 47.25%股权，公司高级副总经理杨红强任

山西贝特瑞董事。 

（2）青岛洛唯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青岛洛唯”），法定代表

人：高洪国；公司类别：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 6月 21

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球形石墨、高纯石墨、膨

胀石墨、微粉石墨、人造石墨、鳞片石墨、石墨制品加工及销售，

石墨高新技术研发，以上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公司持有青岛洛唯 20%股权，公司副董事长岳敏任青岛洛唯董

事。 

（3）深圳市深瑞墨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深瑞墨烯”），法定

代表人：贺雪琴；公司类别：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成立日期：

2017年 3月 24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经营范围：一般经营

项目：石墨烯材料产品在电子器件和电池领域散热方面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许可经营项目是：石墨烯材料产品在电子器件和电池领

域散热方面的制造、维修。 

公司持有深瑞墨烯 51.33%股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贺雪

琴任深瑞墨烯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公司董事、执行总经理黄友元

任深瑞墨烯董事，公司监事会主席孔东亮任深瑞墨烯监事。 

（4）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芳源环保”），法定代

表人：罗爱平；公司类别：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2 年 6 月

7日 ；注册资本：19,037万元；经营范围：收集、利用:含镉废物

(HW26)、含镍废物(HW46)(包括废镍镉、镍氢电池)(凭有效的《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经营);生产、销售:硫酸镍、球形氢氧化镍、氢氧

化钴、氯化镍、硫酸钴、电解铜、锂离子电池三元前驱体、锂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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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正极材料;环境工程设计、施工、营运;环保设备加工、制造;环

境科技的开发、转让、实施;非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及向收购企业收

购生产性废旧金属自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公司持有芳源环保 12.11%股权。公司财务总监刘志文任芳源环

保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晓峰任芳源环保董事。 

（5）宁波拜特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波拜特”），法

定代表人：宋军；公司类别：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成立日

期:2005 年 3 月 17 日 ；注册资本：3,200 万元；经营范围：电子

程控技术产品开发、研制、制造、销售、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

硬件开发；电子仪器仪表、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的批发零售；

电池产品的销售外包服务和技术服务；控制箱钣金加工；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宁波拜特与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宝安集团。 

（6）鸡西市柳毛富祥石墨制品有限公司（简称“柳毛富祥”），

法定代表人：李永帅；公司类别：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0年

12月 6日 ；注册资本：4,000万元；经营范围：石墨加工及石墨制

品制造。 

柳毛富祥系公司子公司鸡西长源矿业有限公司（简称“长源矿

业”）的股东，柳毛富祥与其一致行动人李永帅合计持有长源矿业

35.00%股权。公司子公司长源矿业董事兼总经理李永帅任柳毛富祥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7）宜宾金石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金石新能源”），法

定代表人：万鸣；公司类别：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1998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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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高碳铬铁、中碳铬铁、

低碳铬铁、微碳铬铁的生产、销售，各系列铬铁、铬粉矿和块矿的

贸易业务；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铸造、销售；矿山和冶金设备、机

具、配件的制造销售及修理；技术转让业务。 

金石新能源的董事长万力，担任公司子公司宜宾金石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金石新材料”）的监事职务并持有金石新材料

4.14%股权。万力持有金石新能源 67.31%股权。公司子公司金石新

材料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万鸣系万力的父亲。万鸣持有子公司屏

山金石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66.11%股权，屏山金石新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金石新材料 61.84%股权。 

2.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预计 2020年度公司（含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交易类别 预计 2020 发生金额 

1 山西贝特瑞 委托加工 22,500 

2 青岛洛唯 
委托加工 4,500 

购买原料 45,000 

3 深瑞墨烯 租赁业务 150 

4 芳源环保 购买原料 25,000 

5 宁波拜特 购买配件 10 

6 柳毛富祥 销售商品 2,000 

7 金石新能源 

委托加工 5,500 

租赁业务 150 

销售商品 2,500 

接受劳务 200 

合计 10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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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情况 

（一）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0 年 1 月 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预计 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3票；董事长贺雪琴、董事

兼执行总经理黄友元分别任深瑞墨烯董事长、董事，副董事长岳敏

任青岛洛唯董事；故 3 人回避表决。此议案将提交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

商业交易行为，遵循有偿、公平和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由双

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定价，定价公允合理，公司独立性不会因关联

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上述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状况，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含

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07,510万元，其中委托关联

方山西贝特瑞提供加工服务，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2,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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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方青岛洛唯购买原材料及委托其提供加工服务，预计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49,500 万元；向关联方深瑞墨烯租赁试验设备及为其

提供厂房租赁服务，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万元；向关联方芳

源环保购买原材料，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向关联

方宁波拜特购买配件，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万元；向关联方

柳毛富祥销售商品，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向关联方

金石新能源销售商品、租赁厂房办公楼、委托其加工和接受其劳动

服务，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350万元。公司将分别与上述各关

联方签订相关协议，交易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定价，具体

协议条款以实际签订为准。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

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上述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对公司的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六、备查文件目录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