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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致公司 

2019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复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于 9月 11 日发给本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

问询函〔2019〕第 23 号）收悉。按照贵部的要求，本公司就相关问

题解释答复如下： 

问题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8 亿元，同比下降

25.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2,229.86

万元，同比下降 90.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1,505.70 万元，同比下降 80.08%。

请结合你公司行业情况、经营环境、各项业务成本费用情况、原材料

价格等因素，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与扣非后净利润下滑的原

因及合理性，收入与净利润下降比例是否匹配，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进行比较说明。 

答：报告期内，本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出现下降，主要

原因及分析如下： 

1.销量和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一是因为国内汽车市场大环境影

响销量下滑。2019年上半年中国汽车行业产销整体下降明显，乘用

车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 13.7%和 12.4%，本公司主要客户是自主品

牌厂商，总体降幅约 21.7%，本公司产品销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

较大影响；二是因为汽车空调系统业务受全球经济不稳定和国际贸

易摩擦影响较大，终端市场销售不畅，其出货量相应下滑导致营业收

入下滑；三是汽车行业经营态势出现分化，为应对客户市场风险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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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势，本公司采取了适当收缩市场的策略，以降低应收账款回收风

险，此销售策略也造成了销售收入下滑；四是上年同期本公司有来自

服装业务的收入 1.9 亿元，2018 年下半年公司将服装类资产出售，

本报告期无相关收入，致使营业收入相应下降。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下降的情况，主要原因是销售收入总体下降，

致使毛利额下降较多；由于空调系统销量下滑，使得产品单位成本大

大上升，报告期内单台成本 458.95元，同比上涨 93.30元；公司在

报告期持续增大研发投入，累计研发投入 16,948.01万元，同比增加

4,525.08 万元，增幅 35.62%，相关费用增幅较大。此外，子公司南

京奥特佳因厂区拆迁，于去年同期获得大额政府补贴而产生资产处置

收益，增加上年同期净利润 1.57 亿元，今年无此因素。上述情况综

合导致了 2019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降幅较大。 

3.同行业比较分析。汽车零配件行业受汽车整车制造行业影响极

大，后者的变化直接影响汽配行业的趋势。2019 年上半年，包括汽

车空调压缩机及空调系统在内的众多汽配业上市公司均出现了明显

的业绩回调。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深市 B股公司，200054）

主业同为乘用车空调压缩机制造，为本公司的典型同行业企业，根据

其公开信息披露，该公司报告期主要业绩数据如下： 

项目 2019 年 1-6月 2018 年 1-6 月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8,614,177.29 511,696,731.41 -1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6,884,117.51 66,076,528.49 -15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5,805,459.18 65,795,940.72 -154.42% 

同样从事汽车零配件生产销售业务的双林股份（300100）的报告

期主要业绩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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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月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79,532,007.10 2,983,244,143.75 -2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169,290.61 91,136,596.20 -9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7,330,067.79 65,784,196.08 -43.25% 

可见，重庆建设和双林股份均遭遇了明显的收入及利润下滑情况，

表明汽车零配件行业的收入及利润大幅下滑情况并不鲜见。 

综上，本公司报告期业务收入及扣非净利润、归母净利润的下滑

主要系市场因素或业务基础原因所致，并无不合理因素，其下降程度

与市场整体趋势是匹配的。本公司报告期的业绩趋势与同业企业相仿，

未出现明显差异的情形。 

问题 2：2018 年 9 月 6日，你公司与南通市通州泽成服装辅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州泽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请补充说明

以下内容： 

（1）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签订后 3 个工作日内，通州泽

成应向你公司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1,880 万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

前向你公司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不少于 7,519 万；剩余股权转让款

应于协议签订日后一年内支付完毕。请说明前述三期股权转让款截至

目前的支付情况； 

（2）若前述股权转让款未能如期支付，根据《股权转让协议》，

王进飞与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帝奥”）、

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佑”）应就协议项下应支

付给你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违约金、逾期支付利息、实现债权产生

的费用等全部付款义务向你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请说明王进飞与

江苏帝奥、北京天佑是否需要就协议项下付款义务向你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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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前述股权转让款未能如期支付，你公司是否就该笔应收

款项计提减值。 

答：通州泽成公司已于今年 8月下旬付清了全部股权转让款，未

超过协议约定的最终期限，其前期拖欠转让款所造成的占用情形已经

消除。通州泽成公司拖欠本公司第二期转让款 7519万元约 8个月，

根据转让协议，应支付年息 8%的违约金，计 400.99万元。该公司因

资金紧张，目前尚未支付该违约金，本公司已该笔违约金列入应收款

项，将继续向通州泽成公司追讨。 

问题 3：报告期内，你公司因诉讼冻结货币资金 1,565.24 万元。

请结合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说明前述被冻结货币资金的解冻时间。 

答：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被诉讼冻结的货币资金总额为 1565.24

万元（含孳息），涉及 7 个银行账户，冻结原因皆为本公司股东王进

飞私刻公章冒用本公司名义从事民间借贷所引发的诉讼。截至本回复

日，上述诉讼中已有 4起撤诉或原告起诉被驳回，案件了结，本公司

不担负任何法律责任，涉及的 5个被冻结账户（内有全部被冻结的资

金金额，即 1565.24万元）理应解冻。但本公司查询发现，目前仅有

1个账户解冻，该账户内无资金余额，另有 4个账户仍处于冻结状态，

原因是银行称尚未接到下达账户冻结命令的法院所发出的解冻指令，

因此不予解冻；其余 2个被冻结账户所涉及的案件虽然仍审理中，但

法院冻结命令期限已过，已于 8月末自动解冻，该 2个账户内也没有

资金余额。 

综上，上述被冻结的 7个账户在理论上应当全部解冻，但实际只

有 3个解冻，4个仍处于冻结状态。因为解冻的账户内无余额，所以

这些账户被冻结的金额相较于半年报披露的金额无变化。 

本公司已催促相关人民法院及时向当事银行发出解冻指令，争取

尽快将相关账户实际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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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报告期内，你公司货币资金 4.35 亿元，短期借款 3.16

亿元，应付票据 6.17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6 亿元。请

说明你公司针对前述负债的还款来源以及未来一年是否存在兑付或

偿债风险。 

答：1.报告期内，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变化

如下表：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同比增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元） 
1,573,561,754.99  2,340,171,077.99  766,609,323.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元） 
1,021,451,501.54  1,813,107,478.13  791,655,976.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234,796,249.90  31,364,758.64  266,161,008.54  

本公司负债的还款来源主要为销售商品收到现金。报告期末本公

司货币资金余额 4.35 亿元，较为充足。本公司经营收付款项、资金

状况良好，无短期偿债风险。 

2.报告期内，本公司应收票据、银行承兑票据保证金余额如下表： 

本公司应付票据基本为 100%票据保证金质押开票，本报告期应

付票据金额为 6.17 亿元，而由上表可见，本公司应收票据和银行承

兑票据保证金金额合计为 7.11 亿元，足以偿付到期解付票据，故不

存在兑付风险。 

问题 5：2019 年 8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收购青海恒信融

锂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称，你公司全资子公

司西藏奥特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奥特佳”）与你公司控

项 目 2019 年半年报期末数 

应收票据（元）      519,138,318.25  

银行承兑票据保证金（元）      191,914,481.03  

合计：      711,052,7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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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之一西藏天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天佑”）签署协

议，以 1.59 亿元受让西藏天佑持有的青海恒信融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信融”）8.82%的股权。请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1）恒信融近一年又一期的净利润为-1.30 亿元和-7,758.04 万元。

请提供恒信融 2016 年及 2017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答：恒信融公司 2016年及 2017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6 年（单位：元） 2017 年（单位：元） 

资产 669,678,055.05 787,331,267.45 

负债 506,200,799.39 633,253,024.69 

所有者权益 163,477,255.66 154,078,242.76 

营业收入 0 8,812,732.70 

营业利润 -7,930,175.89 -10,373,883.30 

净利润 -4,705,661.49 -9,399,012.90 

应收款项总额 285,116.91 4,967,575.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30,017.99 -27,995,212.30 

（2）恒信融拥有 394.26 平方公里卤水钾矿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

证，但尚未获得相应的采矿权证，恒信融尚未开始正式勘探相应许可

区域的矿物资源。请说明在前述情况下，你公司子公司受让你公司控

股股东持有的处于亏损状态的恒信融股权的原因及交易定价的合理

性。 

答：1.本公司拟投资恒信融公司的背景 

本公司致力于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的开发应用。今年初，公司董

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提出了围绕锂电池材料开展业务投资的中远期

设想。恰逢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西藏天佑曾收购过恒信融公司 15%的

股权，对这一业务比较熟悉。本公司向该公司了解了恒信融公司的业

务特点、资源禀赋，认为目前恒信融公司与本公司虽尚无业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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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符合公司产业布局规划的目标。 

2.西藏天佑出售恒信融公司股权的原因 

西藏天佑的主营业务是股权投资，不从事生产。该公司于 2017

年 5 月收购了恒信融公司 20%的股权，支付了受让金额 18039.22 万

元。2018 年 6 月国有企业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善

美锂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善美锂业）对恒信

融公司增资 1275.51 万元，入股价格为 4.5 亿元，合每一股本份额

35.28元，公司整体估值增至 18亿元。 

鉴于恒信融公司的估值大幅增长，西藏天佑认为已符合其财务投

资的收益条件，遂于 2019年 1月将恒信融公司 182.2万元的股本以

6428 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陕西某公司，价格仍为每股 35.28 元。此次

减持后，该公司仍有继续减持的意向，认为若本公司愿意购买以实现

新能源业务的拓展，有利于形成双赢局面，表示愿意出售。 

3.交易价格合理性 

恒信融公司的主要资产是在青海省的碳酸锂生产基地及盐湖的

卤水钾矿（富含钾及锂金属资源）。从生产上看，该公司目前外采卤

水锂矿原料生产，由于目前碳酸锂价格较低，逼近成本价格，且该公

司目前固定成本较高，因此在短期内存在亏损；从矿产资源上看，目

前初步勘探已经启动，矿产品位和可开发性估计与中信集团下辖的青

海中信国安锂业发展有限公司拥有的锂矿资源相仿（因位置毗邻），

预计 2022 年可开采，考虑到其开发价值，则恒信融公司的估值可能

超越目前的 18亿元。 

恒信融公司目前的控股股东善美锂业的实际控制人陕煤集团是

陕西省国资委全资持有的国有大型企业，近年来谋求转型，积极投资

新能源产业，对锂业投资开发具有深入研究。根据该公司的判断，经

与当时的股东协商，于 2018年 6月增资时决定采用每股 35.28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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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此时恒信融公司尚未取得探矿权，也未经过系统性资产评估，

即获得国有资本的高估值情况，间接证明了恒信融公司的潜在价值。 

因勘探开采尚未全面开展，目前业务和资产直接价值有限等情况，

恒信融公司目前无法进行资产评估。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对恒信

融公司的经营状态、技术水平、碳酸锂产品的价格趋势和矿产资源潜

在价值等因素做了审慎考量，衡量了恒信融公司当前亏损、矿物资源

尚未进入深度开发利用状态等情况，结合当地现有的矿产资源储量及

价值、新能源汽车市场前景等因素，综合评判，认为该公司的资源价

值潜力巨大，其升值潜力足以覆盖当前盈利状态不佳的负面因素，且

认为，探矿权获取单位一般可以接续获取开采权，随着新能源汽车市

场电池技术的突破和整车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汽车市场对锂电池原材

料的需求将有明显增长，碳酸锂价格将回升至合理水平，矿产资源价

格也将升值，投资标的将保持一定盈利能力，因此认可恒信融公司前

次接受国企增资时的估值水平。 

综上，本公司认为收购恒信融公司部分股权有利于本公司财务目

标的实现和业务发展规划的实现，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未偏离市场行

情，无利益输送的情况。 

4.决策的合理性及合规性 

在最终决策程序，本公司董事会从严执行关联交易审议规则，于

9人董事会中排除了所有关联董事，仅由 3位独立董事审议，确保了

事项审议的独立性、公正性。 

特此函复。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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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报告期内，本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出现下降，主要原因及分析如下：
	1.销量和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一是因为国内汽车市场大环境影响销量下滑。2019年上半年中国汽车行业产销整体下降明显，乘用车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13.7%和12.4%，本公司主要客户是自主品牌厂商，总体降幅约21.7%，本公司产品销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较大影响；二是因为汽车空调系统业务受全球经济不稳定和国际贸易摩擦影响较大，终端市场销售不畅，其出货量相应下滑导致营业收入下滑；三是汽车行业经营态势出现分化，为应对客户市场风险集聚的形势，本公司采取了适当收缩市场的策略，以降低应收账款回收风险，此销售策略也造...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下降的情况，主要原因是销售收入总体下降，致使毛利额下降较多；由于空调系统销量下滑，使得产品单位成本大大上升，报告期内单台成本458.95元，同比上涨93.30元；公司在报告期持续增大研发投入，累计研发投入16,948.01万元，同比增加4,525.08万元，增幅35.62%，相关费用增幅较大。此外，子公司南京奥特佳因厂区拆迁，于去年同期获得大额政府补贴而产生资产处置收益，增加上年同期净利润1.57亿元，今年无此因素。上述情...
	3.同行业比较分析。汽车零配件行业受汽车整车制造行业影响极大，后者的变化直接影响汽配行业的趋势。2019年上半年，包括汽车空调压缩机及空调系统在内的众多汽配业上市公司均出现了明显的业绩回调。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深市B股公司，200054）主业同为乘用车空调压缩机制造，为本公司的典型同行业企业，根据其公开信息披露，该公司报告期主要业绩数据如下：
	同样从事汽车零配件生产销售业务的双林股份（300100）的报告期主要业绩数据如下：
	可见，重庆建设和双林股份均遭遇了明显的收入及利润下滑情况，表明汽车零配件行业的收入及利润大幅下滑情况并不鲜见。
	综上，本公司报告期业务收入及扣非净利润、归母净利润的下滑主要系市场因素或业务基础原因所致，并无不合理因素，其下降程度与市场整体趋势是匹配的。本公司报告期的业绩趋势与同业企业相仿，未出现明显差异的情形。
	问题2：2018年9月6日，你公司与南通市通州泽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州泽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请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1）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通州泽成应向你公司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880万元；2018年12月31日前向你公司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不少于7,519万；剩余股权转让款应于协议签订日后一年内支付完毕。请说明前述三期股权转让款截至目前的支付情况；
	（2）若前述股权转让款未能如期支付，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王进飞与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帝奥”）、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佑”）应就协议项下应支付给你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违约金、逾期支付利息、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等全部付款义务向你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请说明王进飞与江苏帝奥、北京天佑是否需要就协议项下付款义务向你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若前述股权转让款未能如期支付，你公司是否就该笔应收款项计提减值。
	答：通州泽成公司已于今年8月下旬付清了全部股权转让款，未超过协议约定的最终期限，其前期拖欠转让款所造成的占用情形已经消除。通州泽成公司拖欠本公司第二期转让款7519万元约8个月，根据转让协议，应支付年息8%的违约金，计400.99万元。该公司因资金紧张，目前尚未支付该违约金，本公司已该笔违约金列入应收款项，将继续向通州泽成公司追讨。
	问题3：报告期内，你公司因诉讼冻结货币资金1,565.24万元。请结合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说明前述被冻结货币资金的解冻时间。
	答：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被诉讼冻结的货币资金总额为1565.24万元（含孳息），涉及7个银行账户，冻结原因皆为本公司股东王进飞私刻公章冒用本公司名义从事民间借贷所引发的诉讼。截至本回复日，上述诉讼中已有4起撤诉或原告起诉被驳回，案件了结，本公司不担负任何法律责任，涉及的5个被冻结账户（内有全部被冻结的资金金额，即1565.24万元）理应解冻。但本公司查询发现，目前仅有1个账户解冻，该账户内无资金余额，另有4个账户仍处于冻结状态，原因是银行称尚未接到下达账户冻结命令的法院所发出的解冻指令，因此不予解...
	综上，上述被冻结的7个账户在理论上应当全部解冻，但实际只有3个解冻，4个仍处于冻结状态。因为解冻的账户内无余额，所以这些账户被冻结的金额相较于半年报披露的金额无变化。
	本公司已催促相关人民法院及时向当事银行发出解冻指令，争取尽快将相关账户实际解冻。
	问题4：报告期内，你公司货币资金4.35亿元，短期借款3.16亿元，应付票据6.17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26亿元。请说明你公司针对前述负债的还款来源以及未来一年是否存在兑付或偿债风险。
	答：1.报告期内，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变化如下表：
	本公司负债的还款来源主要为销售商品收到现金。报告期末本公司货币资金余额4.35亿元，较为充足。本公司经营收付款项、资金状况良好，无短期偿债风险。
	2.报告期内，本公司应收票据、银行承兑票据保证金余额如下表：
	本公司应付票据基本为100%票据保证金质押开票，本报告期应付票据金额为6.17亿元，而由上表可见，本公司应收票据和银行承兑票据保证金金额合计为7.11亿元，足以偿付到期解付票据，故不存在兑付风险。
	问题5：2019年8月30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收购青海恒信融锂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称，你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奥特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奥特佳”）与你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西藏天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天佑”）签署协议，以1.59亿元受让西藏天佑持有的青海恒信融锂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融”）8.82%的股权。请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1）恒信融近一年又一期的净利润为-1.30亿元和-7,758.04万元。请提供恒信融2016年及2017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答：恒信融公司2016年及2017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恒信融拥有394.26平方公里卤水钾矿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但尚未获得相应的采矿权证，恒信融尚未开始正式勘探相应许可区域的矿物资源。请说明在前述情况下，你公司子公司受让你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处于亏损状态的恒信融股权的原因及交易定价的合理性。
	答：1.本公司拟投资恒信融公司的背景
	本公司致力于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的开发应用。今年初，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提出了围绕锂电池材料开展业务投资的中远期设想。恰逢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西藏天佑曾收购过恒信融公司15%的股权，对这一业务比较熟悉。本公司向该公司了解了恒信融公司的业务特点、资源禀赋，认为目前恒信融公司与本公司虽尚无业务往来，但其符合公司产业布局规划的目标。
	2.西藏天佑出售恒信融公司股权的原因
	西藏天佑的主营业务是股权投资，不从事生产。该公司于2017年5月收购了恒信融公司20%的股权，支付了受让金额18039.22万元。2018年6月国有企业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善美锂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善美锂业）对恒信融公司增资1275.51万元，入股价格为4.5亿元，合每一股本份额35.28元，公司整体估值增至18亿元。
	鉴于恒信融公司的估值大幅增长，西藏天佑认为已符合其财务投资的收益条件，遂于2019年1月将恒信融公司182.2万元的股本以642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陕西某公司，价格仍为每股35.28元。此次减持后，该公司仍有继续减持的意向，认为若本公司愿意购买以实现新能源业务的拓展，有利于形成双赢局面，表示愿意出售。
	3.交易价格合理性
	恒信融公司的主要资产是在青海省的碳酸锂生产基地及盐湖的卤水钾矿（富含钾及锂金属资源）。从生产上看，该公司目前外采卤水锂矿原料生产，由于目前碳酸锂价格较低，逼近成本价格，且该公司目前固定成本较高，因此在短期内存在亏损；从矿产资源上看，目前初步勘探已经启动，矿产品位和可开发性估计与中信集团下辖的青海中信国安锂业发展有限公司拥有的锂矿资源相仿（因位置毗邻），预计2022年可开采，考虑到其开发价值，则恒信融公司的估值可能超越目前的18亿元。
	恒信融公司目前的控股股东善美锂业的实际控制人陕煤集团是陕西省国资委全资持有的国有大型企业，近年来谋求转型，积极投资新能源产业，对锂业投资开发具有深入研究。根据该公司的判断，经与当时的股东协商，于2018年6月增资时决定采用每股35.28元的估值。此时恒信融公司尚未取得探矿权，也未经过系统性资产评估，即获得国有资本的高估值情况，间接证明了恒信融公司的潜在价值。
	因勘探开采尚未全面开展，目前业务和资产直接价值有限等情况，恒信融公司目前无法进行资产评估。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对恒信融公司的经营状态、技术水平、碳酸锂产品的价格趋势和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等因素做了审慎考量，衡量了恒信融公司当前亏损、矿物资源尚未进入深度开发利用状态等情况，结合当地现有的矿产资源储量及价值、新能源汽车市场前景等因素，综合评判，认为该公司的资源价值潜力巨大，其升值潜力足以覆盖当前盈利状态不佳的负面因素，且认为，探矿权获取单位一般可以接续获取开采权，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电池技术的突破和整车市...
	综上，本公司认为收购恒信融公司部分股权有利于本公司财务目标的实现和业务发展规划的实现，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未偏离市场行情，无利益输送的情况。
	4.决策的合理性及合规性
	在最终决策程序，本公司董事会从严执行关联交易审议规则，于9人董事会中排除了所有关联董事，仅由3位独立董事审议，确保了事项审议的独立性、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