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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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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日常关联交易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日常关联交易根据市场公允价格开展。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

自愿平等、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利益；本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占公司主营业务采购额和销售额的比例均较低，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公司独立性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一、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 2021年 3月 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2021 年与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六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2021 年与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两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2021 年与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一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4、2021 年与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5、2021 年与厦门现代码头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一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该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对

该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交易内容合法，

根据市场公允价格开展交易，符合自愿平等、诚实守信的原则，没有发现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在股东大

会将回避表决。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情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1、一般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2020年 1-12月

执行情况（未

经审计）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 

接受或提供服务 

承租办公场地（注 1） 3,100 1,618 

出租办公场地（注 2） 1,700 1,269 

接受劳务（注 3） 3,700 2,669 

提供劳务（注 4） 30,000 23,432 

采购或销售商品 
采购商品（注 5） 6,000 5,497 

销售商品（注 6） 235,000 202,318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或销售商品 采购商品（注 7） 3,000 722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

有限公司 
接受或提供服务 接受劳务（注 8） 650 340 

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

司 

采购或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注 9） 80,000 77,080 

采购或销售商品 采购商品（注 10） 10,000 0 

厦门现代码头有限公

司 
采购或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注 11） 8,100 1,778 



厦门盈鑫汽车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采购或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注 12） 2,000 0 

合计 383,250 316,723 

注： 

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承租部分办公

场所、经营场地等（含物业服务、车位租赁）；  

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部分办公

场所、经营场地等（含物业服务、车位租赁）； 

3、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劳务服务，

主要是厦门象屿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软件、信息系统服务；  

4、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服务，主要是

（1）为黑龙江金象生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仓储、装卸、配送、运输、烘干

等物流服务；（2）为厦门象盛镍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运输、配送等物流服务。 

5、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商品，主要是

向黑龙江金象生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原材料、产成品、蒸汽、电等商品。 

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商品，主要是

（1）向象屿兴泓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原材料等商品；（2）向黑龙江金象生化有限

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设备、原材料等商品。 

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电缆等商品。 

8、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物流服务。 

9、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销售白银等商品。 

10、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采购大宗商品。 

1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厦门现代码头有限公司销售焦炭等原材料。 

1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厦门盈鑫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汽车。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为 361,531 万元（未

经审计）。部分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年度预估额有差异，主要系市场行情变化

导致实际交易量较预估有所减小。 

（三）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或提供服务 承租办公场地（注 1）  3,100  



及其关联公司 出租办公场地（注 2）  1,700  

接受服务（注 3）  6,000  

提供服务（注 4）  35,000  

采购或销售商品 
采购商品（注 5） 28,000 

销售商品（注 6） 240,000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或销售商品 采购商品（注 7） 1,500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接受或提供服务 接受服务（注 8） 1,000 

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 采购或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注 9） 50,000 

采购商品（注 10） 10,000 

厦门现代码头有限公司 采购或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注 11） 4,000 

合计 380,300 

注： 

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承租部分办公场

所、经营场地等（含物业服务、车位租赁）； 

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部分办公场

所、经营场地等（含物业服务、车位租赁）； 

3、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劳务服务，

主要是厦门象屿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软件、信息系统服务；厦门象屿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餐饮、住宿服务。 

4、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服务，主要是(1)

为黑龙江金象生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仓储、装卸、配送、运输、烘干等物流

服务；（2）为厦门象盛镍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运输、配送等物流服务。 

5、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商品，主要是向

黑龙江金象生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原材料、产成品、蒸汽、电等商品。 

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商品，主要是（1）

向象屿兴泓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原材料等商品；（2）向黑龙江金象生化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设备、原材料等商品。 

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电缆等商品。 

8、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物流服务。 

9、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销售白银等商品。 

10、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采购大宗商品。 



1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厦门现代码头有限公司销售焦炭等原材料。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 

1、公司控股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详见公司定期报告

相关内容） 

2、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云孝，注册资本：65666.7 万元，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于 1994 年 7 月 11 日正式注册。主营业务：电线、电缆制造；五金、交电、

化工，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咨

询服务，技术服务；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各种电线、电缆、铜杆材及其它产品；进

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普通货运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2020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亿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 
43.25 16.55 55.87 1.42 

公司控股股东象屿集团持有其 15.7%股份，公司陈方、林俊杰两位董事担任

其董事，因此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 

3、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岩松，注册资本：24.366 亿元，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

司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正式注册。主营业务：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内

提供货物装卸、中转、仓储、物流服务；集装箱装卸、堆放、拆拼箱、修洗箱；

船舶港口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租赁服务。 

2020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亿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归母净利润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

有限公司 
118.17 88.94 14.70 3.00 

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0%股份，公司林俊



杰董事担任其董事，因此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 

4、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海滨，注册资本：6 亿元，2017 年 3 月 6 日成立。主营业务：

黄金现货销售；白银现货销售；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

资管理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贸易代理等事项。 

2020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 280,102 11,185 570,000 -370 

公司控股股东象屿集团的下属全资子公司厦门象屿金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股份，公司控股股东高管廖世泽担任其董事，因此厦门黄金投资有限

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 

5、厦门现代码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俊杰，注册资本：35,558 万元，200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主营业务：货运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服务；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贸易代理；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停车场管理。 

2020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厦门现代码头有限公司 85,917 45,457 20,874 849 

公司控股股东象屿集团持有其 25%股份，公司董事林俊杰先生担任其董事，

因此厦门现代码头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2020 年度公司与关联人开展的前述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支付等履约能

力正常，未发生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一）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公允价格。 

（二）交易的定价遵循以下政策： 

1、实行政府定价的，适用政府定价；  

2、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

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参考关联方与独立

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

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并根据市场公允价格

开展交易。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自愿平等、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原则，

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以上各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采购额和销售额的比例均较低，

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独立性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