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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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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1年

发生金额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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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动力费、材料分析费 16,825,000 13,037,531.46 -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加工多层网、烧结毡 6,835,000 3,684,364.13 -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租赁费 670,000 675,691.97 - 

合计 - 24,330,000 17,397,587.56 - 

 

 

（二） 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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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经开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法定代表人：巨建辉 

注册资本：48821.427 万 

主营业务：稀有金属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西部宝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渭华路北段 12 号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渭华路北段 12 号 

法定代表人：吴引江 

注册资本：5994 万 

主营业务：金属粉末产品、烧结金属多孔材料及元件、烧结金属致密材料及制品、

过滤和分离设备、金属制品的研制、开发、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转让。 

 

3.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西安西材三川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法定代表人：杨延安 

注册资本：3000 万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深加工产品；异种金属材料复合接头、非标设备的技术研发、

生产、销售。 

 

4.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泾高北路中段 18 号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泾高北路中段 18 号 

法定代表人：郑学军 

注册资本：7600 万 

主营业务：铌及铌合金、钽及钽合金、金及金合金产品、银及银合金产品、铂及

铂合金产品、钯及钯合金产品的生产、销售。 

 

5.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 

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 

法定代表人：杨延安 

注册资本：5000 万 

主营业务：稀有金属装备、稀有金属材料深加工产品、金属材料的技术开发、生

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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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朝 

注册资本：25000 万 

主营业务：钛 板、钛管、锆材的生产和销售 

 

7.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西安莱特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 96 号 3 号楼 10 层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 96 号 3 号楼 10 层 

法定代表人：郑树军 

注册资本：600 万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研制、开发与销售及相关电子产品的开发。 

 

8.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西安庄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凯瑞大厦 B 座 22 层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凯瑞大厦 B 座 22 层 

法定代表人：刘咏 

注册资本：5000 万 

主营业务：钛锅、保温杯、电热水壶等钛制品、钛卷成品（分切）、钛卷成品包

装、钛板等钛材加工。 

 

9.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泾高北路中段 18 号 

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泾高北路中段 18 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峰 

注册资本：5000 万 

主营业务：化学分析、金属腐蚀检验、表面分析、失效分析、计量、环境监测。 

 

10.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泾勤路西段 6 号 

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泾勤路西段 6 号 

法定代表人：张之翔 

注册资本：7000 万 

主营业务：西安凯立贵金属催化剂应用领域的延伸及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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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 

1.控股股东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菲尔特 25,600,000 股，

占股本总额的 51.2%，为菲尔特的控股股东。 

 

2. 其他关联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 

1 西部宝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北院持有 33.37% 

2 西安西材三川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西部材料持有 30.00% 

3 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材料持有 60.00% 

4 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西部材料持有 60.00% 

5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部材料持有 66.00% 

6 西安莱特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西北院持有 28.00% 

7 西安庄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西部材料持有 50.70% 

8 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 西北院持有 40.00% 

9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西北院持有 34.29%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因董事杨延安、郑学军、葛鹏为关联董事，根据

《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进行回避表决后，致使出席

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半数，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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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关联交易的价格是按照市场价格交易，交易价格合理、公

允。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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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

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为完成公司生产经营任务，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而发生

的，是合理的、必要的。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市场化公允定价，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利益及本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 备查文件目录 

《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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