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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2              证券简称：青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4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预计 2021 年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方福建

南平龙晟香精香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晟香料”）及福建南平青松物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青松物流”）发生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3,500 万元的日常关

联交易。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柯静女士回避表决，会议应参

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 8 名，此项议案以 8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事前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亦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

额度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 2021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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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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接受劳务 

龙晟香料 
采购产品、

接受劳务 

参照市场公允

价格双方协商

确定 

1,500 111.47 551.86 

青松物流 接受劳务 

参照市场公允

价格双方协商

确定 

1,000 157.52 146.99 

小计  2,500 268.99 698.85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提供劳务 

龙晟香料 
销售产品、

提供劳务 

参照市场公允

价格双方协商

确定 

11,000 1,534.40 2,318.36 

小计  11,000 1,534.40 2,318.36 

注：上表的“上年发生金额”为 2020 年 9-12 月的数据，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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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接

受劳务 

龙晟香料 
采购产品、

接受劳务 
551.86 2,400 1.05 -77.01 

www.cni

nfo 

.com.cn， 

公 告 编

号 :2020-

074 

青松物流 接受劳务 146.99 600 41.40 -75.50 

小计 698.85 3,000  -76.71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提

供劳务 

龙晟香料 
销售产品、

提供劳务 
2,318.36 8,000 1.94 -71.02 

小计 2,318.36 8,000  -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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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

计范围内，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一定差异的原

因为：公司与关联方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

于公司实际需求和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预

计，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确定，

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因此，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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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

原因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及

子公司经营需求就可能发生交易的上限金额测算

的，实际发生金额按照双方的具体执行进度确定，

具有不确定性，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具

有合理性。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注：上表的“预计金额”和“实际发生金额”均为 2020 年 9-12 月的数据，以上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福建南平龙晟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8 年 10 月 08 日 

注册地址：南平市建阳区回瑶工业园区塔前路 138 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江承艳 

经营范围：香料、香精（不含危险化学品）、林产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专项化学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月桂烯、

龙涎酮、乙酸苄酯制造；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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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龙晟香料的总资产为 38,212.70 万元，净资产为

5,756.08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14,475.73 万元，净利润-2,711.26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龙晟香料控股股东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变更为柯维龙先生（持股比例：

100%）。柯维龙先生与公司董事柯静女士为父女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龙晟香料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龙晟香料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在日常交易中均能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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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合同约定，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二）福建南平青松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8 年 04 月 18 日 

注册地址：南平市建阳区童子山路 13 号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柯维新 

经营范围：危险货物运输（4 类 1 项）；危险货物运输（8 类）；危险货物

运输（3 类）；铁路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装卸搬运；货物运输代理；氢氧

化钠溶液[含量≥30%]、乙酸[含量＞80%]、松节油、甲醇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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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青松

物流的总资产为 2,544.09 万元，净资产为 2,205.71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为 292.31 万元，净利润-449.65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青松物流的控股股东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变更为柯维龙先生（持股比例：

90%）。柯维龙先生与公司董事柯静女士为父女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青松物流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青松物流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在日常交易中均能严格

履行合同约定，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或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等交易以市场价格和公允的协商价格为定价基础，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

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整，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况，也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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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按照自愿、等价、有偿、公平

和诚信的原则，与关联方协商签订相应合同并进行交易。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确保公

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发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客观

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本次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五、 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预计在 2021 年度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

业务，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

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一致同意《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关

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额度预计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生产经

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因关

联交易而在业务上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对公司关联交易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按规定

回避了表决，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安

排。 

六、 监事会意见 

公司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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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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