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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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化工》有关规定，
将公司 2019 年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营业收入
（万元）

磷肥 462.94 452.27 1,019,869
复合（混）肥 127.45 138.86 309,240
尿素 156.66 154.80 276,417
磷矿石 1,230.35 321.71 71,717
聚甲醛 9.74 9.13 95,441
黄磷 3.86 4.25 57,340
饲料级磷酸钙盐 40.40 36.25 87,481

备注：以上主要产品数据为公司自产产品数据，未包含本期商贸收入 314.59 亿
元及其他业务收入和其他零星产品收入。 磷肥包括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等产品。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不含税销售均价）
单位：元 / 吨 元 / 平米

主要产品 本期价格 上年同期价格
磷肥 2,255 2,444
复合（混）肥 2,227 2,127
尿素 1,786 1,892

磷矿石 223 194
聚甲醛 10,451 12,663
黄磷 13,497 12,676
饲料级磷酸钙盐 2,413 2,338

（二）主要原材料波动情况（不含税采购均价）
单位：元 / 吨 元 / 立方米

主要原材料 本期价格 上年同期价格
硫磺 1,134 1,300
原料煤 892 840
燃料煤 566 574
天然气 1.62 1.56
合成氨 2,838 3,233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

况之用，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
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096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 2020-047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194 2020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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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此项关联交易表决的情况：关联董事李丹女士、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

生、Yaacov� Altman（雅科夫?阿特曼）先生、钟德红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均属本公司与关联方日常生产经营中的必要的、 持续性业务，对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不利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一、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联董事李丹女士、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生、Yaacov� Altman（雅科夫?阿特曼）先生、钟德红先生回避了该
项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并就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9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主要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
预计发生

数

2019年
实际发生

数
关联关系 备注

向关联
方采购
原材料
或商品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
公司 磷复肥、磷酸等 170,000 139,807 公司 5%股东控制 备注

1
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
司 磷复肥等 140,000 94,821 公司高管担任该公

司董事
备注
2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液硫 34,000 22,619 公司控股股东 备注
3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气、劳保、化工原料等 18,400 14,97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 磷矿石 7,000 5,328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物 6,900 5,021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水富天盛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物 5,000 3,757 同受关键管理人员
控制

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物 2,100 1,927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化工原料等 13,000 1,38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
4

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物 400 157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 聚磷酸铵 250 133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生物活性酶、试剂、助剂 100 69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短切沙 250 27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小计 397,400 290,016

接受关
联方的
劳务或
者服务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维修技改、工程建设等 8,000 7,457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
公司

排渣费、 机车作业费及其他服
务 8,800 7,252 公司 5%以上股东

控制
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运维服务、信息开发等 3,500 1,73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服务、托管服务等 1,000 719 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
司 检验检测 1,800 648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技术服务、检验检测等 1,000 466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物管费用、综合服务等 1,000 446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管服务 500 269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以化磷业研究技
术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380 172 公司 5%以上股东

控制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 100 3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环境监测 50 2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小计 26,130 19,191

向关联
方销售
产品或
商品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
公司

硫磺、液氨、磷矿石、水电、试剂
等 100,000 47,792 公司 5%以上股东

控制
备注
5

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
公司 黄磷 48,500 30,039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

6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水电气、硫酸、甲醇、油料等 14,000 10,411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黄磷、油料、磷酸等 8,400 4,02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 水电、蒸汽、氟硅酸等 3,500 3,058 公司高管担任董事

云南云天化集团投资有限公
司 农药、复合肥等 800 577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气、其他材料等 1,000 443 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水富天盛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气、塑料原料、其他材料等 1,000 299 同受关键管理人员
控制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塑料原料、废旧包装袋等 2,200 128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 黄磷、五氧化二磷 500 125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
有限公司 水电气、聚甲醛 300 117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季戊四醇等 100 32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水电气、油料等 200 13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昆明云天化纽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水电气、其他材料 50 11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
司 油料、其他材料 100 5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水电气材料 50 2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
司 复合肥原料 3,500 公司高管担任董事

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 塑料原料 2,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小计 186,200 97,072

向关联
方提供
劳务或
服务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
公司

物流运输、矿山爆破、商标许可
使用费等 26,000 17,205 公司 5%以上股东

控制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维修服务、综合服务
等 3,000 1,233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昆明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
司 维修服务、物流运输等 400 338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
司 装卸运输、商标许可使用费等 3,600 153 公司高管担任董事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
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物流运输等 700 98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
公司 物流运输等 75 55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物流运输等 250 47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综合服务 200 32 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等 50 15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维修服务、物流运输等 200 6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物流运输、进出口代理等 3,600 5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 50 3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水富天盛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100 - 同受关键管理人员
控制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
司 维修服务 100 -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小计 38,325 19,190

承租关
联方的
资产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楼、高边车、平板车和其他
房屋等租赁 1,900 1,765 公司控股股东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黄磷装置和房屋租赁 760 491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
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500 97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保障房、其他房屋等租赁 60 43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小计 3,220 2,396

向 关 联
方 出 租
资产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
公司 罐车、房屋等租赁 2,700 2,570 公司 5%以上股东

控制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吊车、房屋等租赁 200 12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变压器、房屋、场地等租赁 200 115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车库等租赁 100 32 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50 54 公司高管担任董事

小计 3,250 2,891
总计 654,525 430,756

备注：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金额差异的原因说明
1.� 2019 年向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购买原材料和产品， 实际发生额较

2019年预计发生额少 3.02亿元，主要是化肥价格较预期下跌。
2.� 2019年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复合肥产品未按计划由公司子公司统一销

售，且化肥价格较预计下跌，使得 2019 年公司向大地云天采购实际金额较预计减少 4.52
亿元。

3.� 2019年与云天化集团采购液硫实际发生数比预计数少 1.09亿， 主要是因为液硫
价格较预计下跌，采购量较预计偏低。

4.� 2019年向云天化石化采购原材料实际数较预计数减少 1.16亿， 主要是因为公司
子公司石油焦商贸业务下游客户需求量减少，未开展相关业务。

5.� 2019年对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销售实际发生金额比预计数少 5.22 亿
元，主要是因为海口磷业 2019 年对液氨、磷肥产品、磷矿石需求量下降，且磷肥产品、液
氨 2019年实际价格较预计下降较多；此外，2019年 3 月起海口磷业硫磺 80%由海口磷业
自主采购，公司对其硫磺销售规模减少。

6.� 2019年对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销售较预计减少 1.85 亿元， 主要
是公司子公司因部分装置技改等原因， 黄磷产量低于预期，2019年实际销售量比预计数
量减少。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0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主要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
预计发生

数
关联关系 备注

向关联
方采购
原材料
或商品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磷复肥、磷酸等 165,000 公司 5%股东控制 备注 1

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磷复肥等 120,000 公司高管担任该公
司董事 备注 2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液硫 25,000 公司控股股东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气、劳保、化工原料等 17,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 磷矿石 7,2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物 6,9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水富天盛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物 5,200 同受关键管理人员
控制

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物 2,2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化工原料等 3,6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物 5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 聚磷酸铵 3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丰农药有限公司 助剂、酶等 2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
公司 水电气材料等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生物活性酶、试剂、助剂 3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短切沙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小计 353,600

接受关
联方的
劳务或
者服务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维修技改、工程建设等 9,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排渣费、机车作业费及其他服务 8,000 公司 5%以上股东控
制

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运维服务、信息开发等 3,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 3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服务、托管服务等 500 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检验检测 1,6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技术服务、检验检测等 8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物管费用、综合服务等 8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管服务 5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以化磷业研究技术有
限公司 技术服务 500 公司 5%以上股东控

制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环境监测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 劳务派遣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水富天盛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 50 同受关键管理人员
控制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检（维）修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受关联方的劳务或者服务小计 25,100

向关联
方销售
产品或
商品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硫磺、液氨、磷矿石、水电、试剂等 50,000 公司 5%以上股东控
制

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黄磷 32,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水电气、硫酸、甲醇、油料等 18,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黄磷、油料、磷酸等 10,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 水电、蒸汽、氟硅酸等 4,000 公司高管担任董事

云南云天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农药、复合肥等 9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气、其他材料等 700 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水富天盛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气、塑料原料、其他材料等 500 同受关键管理人员
控制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塑料原料、废旧包装袋等 3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 黄磷、五氧化二磷 1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
公司 水电气、聚甲醛 3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红云氯碱有限公司 电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季戊四醇等 2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水电气、油料等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丰农药有限公司 复合肥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昆明云天化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水电气、其他材料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油料、其他材料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水电气材料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勐海曼香云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化肥等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或商品小计 117,550

向关联
方提供
劳务或
服务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矿山爆破、商标许可使
用费等 27,000 公司 5%以上股东控

制 备注 4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维修服务、综合服务等 2,7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昆明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物流运输等 3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装卸运输、商标许可使用费等 1,200 公司高管担任董事
勐海曼香云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等 4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
公司 维修服务、物流运输等 6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等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物流运输等 3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综合服务 300 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等 1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维修服务、物流运输等 2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进出口代理等 2,5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水富天盛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50 同受关键管理人员
控制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 电仪设备及设备制作维修等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电仪设备及设备制作维修等 100 公司 5%以上股东控
制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电仪设备及设备制作维修等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电仪设备及设备制作维修等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电仪设备及设备制作维修等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

电仪设备及设备制作维修、综合服
务等 100 公司高管担任董事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或服务小计 36,400

承租关
联方的
资产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楼、高边车、平板车和其他房
屋等租赁 2,000 公司控股股东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黄磷装置和房屋租赁 5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
公司 房屋租赁 4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保障房、其他房屋等租赁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晋宁分
公司 房屋租赁 3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承租关联方的资产小计 3,300

向关联
方出租
资产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罐车、房屋等租赁 2,700 公司 5%以上股东控
制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吊车、房屋等租赁 2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变压器、房屋、场地等租赁 2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车库等租赁 100 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 房屋租赁 100 公司高管担任董事

向关联方出租资产小计 3,300
总计 539,250

备注：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 2019年实际金额差异的原因说明
1.向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购买原材料和产品，2020 年，海口磷业预计产

量增加，通过公司销售产品增加。
2.� 2020 年，大地云天预计磷肥产品产量增加，公司向其采购金额预计较 2019 年实

际发生数增加。
3.� 2020年公司预备开展业财一体化项目，故 2020 年接受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信息化服务的金额较 2019年增加 1,270万元。
4．因海口磷业硫磺自主采购，故 2020 年硫磺运输服务预计数比 2019 年实际数下

降 8,795万。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 �企业名称：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1417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449,706.3878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成立时间：1997年 3月 18日
主要业务：投资、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化工产品、化肥、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
品，磷矿石，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毒害
品，腐蚀品，化工设备；经营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等。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未审计
总资产 10,029,351.66 万元，净资产 2,123,718.55 万元，营业收入 5,208,436.74 万元，净利
润 3,309.75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天化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一）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 �企业名称：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二环西路 39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8,500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均
成立时间：2006年 6月 9日
主要业务：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化工、石油化工装置的设计安装，I、II、III 类压力容

器设计、制造，仪器、压力容器、化工机械、化工生产装置的安装、维修和技术改造等工程
类施工。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27,005.80万
元，净资产 -43,633.51万元，营业收入 9,226.31万元，净利润 -1,341.38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
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3.� �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二环西路 398号高新招商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昌文
成立时间：2005年 6月 1日
主要业务：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气瓶、机械设备的射线检测（RT）、超声波检测

（UT）、磁粉检测（PT）、渗透检测（MT）、电磁检测（ET）；理化检验检测（包括机械性能实
验、金相检测、光谱分析）；第三方检测；建筑实验（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2,339.97万元，
净资产 2,158.48万元，营业收入 964.89万元，净利润 116.36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公
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4.� �企业名称：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西山区小海口
注册资本：人民币 27,964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俞春明
成立时间：1996年 3月 26日
主要业务：三聚磷酸钠、黄磷、、磷酸、磷酸氢钙、磷铁、泥磷、保温材料、矿粉、磺酸，表

面活性剂（ＡＥＳ），二氧化碳，磷酸盐系列产品、强面精、水泥、塑料纸箱、编织袋、洗涤、
沐浴液、洗发以及上述各类系列产品的自产自销、批发零售等。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42,504.88 万元，净
资产 -195,545.55万元，营业收入 35,629.08万元，净利润 -6,730.24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公司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5.� �企业名称：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连然镇大凹子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忠
成立时间：2004年 9月 27日
主要业务：塑料包装制品的生产销售；塑料加工机械零配件销售；塑料原料、建筑材

料、百货、煤炭的销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3,302.12万元，净资产

1,166.37万元，营业收入 8,136.34万元，净利润 -28.93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公司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6.� �企业名称：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英杰
成立时间：2005年 7月 11日
主要业务：化工原料、新材料、化肥、水溶肥料、建筑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化

工产品、矿产品经营；房屋租赁；化工原料、设备、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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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9月 30日，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4,793.22万元，净资产
2,538.29万元，营业收入 6,906.76万元，净利润 288.51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
化集团，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7.� �企业名称：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清水沟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云文
成立时间：2002年 1月 1日
主要业务：磷矿石开采中弃石的加工及经营等。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 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27,399.34万元，

净资产 25,370.75万元，营业收入 4,849.90万元，净利润 -158.07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公司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8.� �企业名称：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注册地址：昆明市东风东路 120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49.10万元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杞卫东
成立时间：2000年 10月 31日
主要业务：磷化工产品、化肥、农药、化工原料、医药中间体及矿产品、生物化工、香精

香料、环保产品、保健卫生、消毒杀菌及日用化工产品等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及转让；化
工科研仪器、分析测试仪器、化工机械设备、电器仪表的研制和销售；化工产品的分析、检
测、鉴定、仲裁；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职业卫生检测、检验及评价；化工咨询；特种设备设计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设计；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石油及化工产品储运）专业乙
级及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工程总承包。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未经审计总资产 4,809.38万元， 净资产
1,058.8万元，营业收入 916.34万元，净利润@-112.18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省化工研究院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公司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9.� �企业名称：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徐州鼓楼区琵琶路三巷 11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5,750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俞春明
成立时间：2006年 7月 25日
主要业务：危险化学品销售（按许可证核定范围和经营方式经营）；危险品 4 类 2 项

运输；黄磷分装（限分支机构经营）；化工产品、金属材料及制品、日用品、文具用品、体育
用品、饲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建筑工程用机械设备、矿山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纺织品
原料、针纺织品、铁矿石、磷矿石销售。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26,193.02万
元，净资产 11,952.04万元，营业收入 86,763.48万元，净利润 952.39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
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0.� �企业名称：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海口白塔村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仕新
成立时间：2003年 5月 28日
主要业务：塑料制品、编织袋的生产及销售，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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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9月 30日，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2,497.77万元，净资产

1,240.12万元，营业收入 1,865.02万元，净利润 15.07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公司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1.� �企业名称：云南水富天盛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市云富街道办事处云天大道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迅
成立时间：1997年 4月 29日
主要业务：塑料制品、尿素、硝铵编织袋、农膜生产、销售;微肥、建筑材料批发、零售；

纯净水的生产、销售；印刷服务。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云南水富天盛有限责任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2,259.06万元，净

资产 -1,548.36万元，营业收入 3,219.96万元，净利润 236.60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水富天盛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 与公司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三）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2.� �企业名称：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23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Ofer� Lifshitz
成立时间：2015年 1月 9日
主要业务：磷矿石或浮选矿的采购、开采、加工、选矿和销售；磷酸、化肥、工业和 食

品级磷酸、食品添加剂、磷酸盐、磷酸盐复配产品、精细磷化工产品、化工原材料、矿物饲
料、建筑材料、磷基化肥、特种肥和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研发，以及技术咨询和
应用服务。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356,813.64
万元，净资产 202,966.49万元，营业收入 234,656.66万元，净利润 5,526.35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50%的股权，公司董
事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生担任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与公
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三）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3.� �企业名称：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海口镇白塔村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77.92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仕新
成立时间：2002年 1月 17日
主要业务：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管理商品），建筑及装饰材料，副食品，五金

交电，文化办公用品，电线电缆、日用百货的销售，物业管理、餐饮、家政服务、房地产策划
咨询服务； 承办会议活动及商品展示活动，矿山机械设备、建筑机械设备、干洗设备的租
赁；化工机械设备的检修维护；住宿；种植；生物资源开发；环保科技；节能、节水设备的研
究、开发。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17,708.43 万元，净资
产 8,846.63万元，营业收入 4,889.23万元，净利润 795.29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公司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4.� �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安宁市草铺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8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均
成立时间：2012年 8月 22日
主要业务：石油化工产品及原料的采购、销售、投资管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煤炭及

制品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塑料及制品研发、生产、经营；质检技术服务，环境保护监测，
职业卫生监测、检验与评价等。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305,699.47万元，净
资产 124,443.63万元，营业收入 165,397.39万元，净利润 6,496.43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公司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5.� �企业名称：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赤峰市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开发试验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贺
成立时间：2014年 5月 22日
主要业务：缓控释肥、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复合肥、磷石膏及磷石膏制品的生产、销

售等。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163,107.98 万

元，净资产 49,992.46万元，营业收入 173,154.82万元，净利润 9,414.53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董事钟德

红先生担任其董事，副总经理师永林担任其副董事长，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三）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6.� �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昆明市安宁市太平新城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义文
成立时间：2016年 11月 11日
主要业务：信息系统集成、数据处理和存储、互联网信息的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

发及应用；计算机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仪
器仪表、电气设备的销售；计算机网络设备的安装与维护；网络综合布线工程；云平台服
务；安防技术防范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及调试；电气安
装。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4,861.80万元，
净资产 3,088.15万元，营业收入 2,623.63万元，净利润 97.50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公
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7.� �企业名称：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齐心大道 22号
法定代表人：刘和兴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100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 2月 4日
经营范围：复合材料、储能材料、微孔隔膜、碳纤维、陶瓷材料、塑料助剂等新材料及

新能源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158,822.04 万元，净资产 40,044.30 万元，营业收入 10,562.48 万元，净利润 -9,586.85 万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
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8.� �公司名称：昆明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工业园区麒麟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和兴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3年 4月 23日
经营范围：复合材料、过滤材料、储能材料及元件、微孔隔膜、陶瓷材料、塑料助剂等

新材料及助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昆明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33,775.14 万

元，净资产 -2,395.48万元，营业收入 1,167.59万元，净利润 -3,932.45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昆明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公

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9.� �企业名称：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齐心大道 22号
法定代表人：胡明源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6年 2月 5日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先进复合材料、先进陶瓷材料、节

能环保材料、新型建筑材料、化工新材料（以上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物品）；新材
料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业材料的检验（国家有规定的除外）；货
物进出口等。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23,662.78万元，净资产 20,003.32万元，营业收入 2,201.04万元，净利润 -1,165.06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
团，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0.� �企业名称：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白塔村(云南磷肥厂生活区内)300幢 205号
法定代表人：何勇岗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2017年 5月 27日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的研发；氟化氢、氢氟酸的生产及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的生产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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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32,493.40万元，净资产 19,101.13万元，营业收入 22,130.80万元，净利润 9,061.48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

副总经理师永林先生担任其董事， 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五）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1.� �企业名称：云南天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1419号
法定代表人：陈坤山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1年 11月 13日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 云南天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930.58 万元，净

资产 271.02万元，营业收入 737.69万元，净利润 -17.77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天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公司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2.� �企业名称：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大营庄干坝塘
法定代表人：章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7年 4月 01日
经营范围：塑料制品的制造；印刷品印刷（出版物除外）；包装装潢设计；普通机械设

备的租赁；国内贸易、物资供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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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1,685.98万元，净
资产 452.00万元，营业收入 461.76万元，净利润 -141.03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公司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3.� �企业名称：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 B区
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7,087.8048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1年 8月 27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玻璃纤维系列产品、玻璃纤维增强塑料产品、玻璃纤维用浸润

剂及助剂、空气分离制品（压缩或液化的氧、液化的氩、压缩的氮〈限长寿区分公司经营〉）
（按重庆市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设立批准书核定事项从事经营）；玻璃纤维工业成套技术
与成套装备的研发与制造；从事非配额许可证管理，非专营商品的收购出口业务（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除外）；贵金属及合金材料、合金制品的研发、加工、销售、租赁及回收业务；道
路货物运输。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1,441,250.31
万元，净资产 500,733.97万元，营业收入 389,457.09万元，净利润 17,020.69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与
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4.� �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滇中新区大板桥街道办事处云水路 1号 A2栋 203室
法定代表人：胡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7年 1月 11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咨询；农副产品、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农业机械、食品、水

果、污水处理设备、农业机械设备、排水机械设备、安防产品、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
交电、通讯终端设备的销售；粮食收购、销售；农业技术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营农作物种子；温室大棚的设计、安装及销售；土地整理；园林绿化工程、灌溉
排涝工程的设计及施工。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 云南云天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532,502.22 万
元，净资产 508,176.37万元，营业收入 9,341.66万元，净利润 7,200.20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天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是云天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
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5.� �企业名称：云南天丰农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连然街道办事处大屯
法定代表人：曾波
注册资本：1,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2年 09月 01日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中间实验：化学试剂（无毒），化学农药，饲料添加剂，农药剂型中

间实验；矿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百菌清原药、氢氧化钠的生产及销售；化学
肥料，化肥功能性助剂，化肥增效剂、生物有机肥料、微生物菌剂肥料，磷酸盐的生产及销
售；工业气体、炼油用催化剂、石油化工用催化剂、化学工业用催化剂，环保用（如尾气处
理用）催化剂及功能高分子材料的销售。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 云南云天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未审计总资产 290.78 万元，
净资产 217.37万元，营业收入 124.47万元，净利润 -12.95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天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是云天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
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6.� �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以化磷业研究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1417号
法定代表人：Ofer� Lifshitz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08月 05日
经营范围：磷基化肥（不包括控制释放化肥和缓释肥）、湿法磷酸、磷酸盐、磷化工、精

细磷化工领域的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研究、工程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云南云天化以化磷业研究技术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862.34万元，净资产 -2,542.11万元，营业收入 376.94万元，净利润 -552.62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云南云天化以化磷业研究技术有限公司 50%的股权，

公司董事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生担任云南云天化以化磷业研究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三）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7.� �企业名称：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古城镇旧寨
法定代表人：陆龙华
注册资本：5,090.89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 7月 10日
经营范围：浮选试剂加工与销售、精加工与销售、租赁、普通货运，城镇绿化苗、经济

林苗、造林苗的批发零售，花卉种植与销售，原料中草药种植与销售，农产品及农副产品、
粮油及粮油制品销售，橡胶轮胎销售，矿山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生产加工，化工原料（不含
危化品）及产品贸易；食药用菌初深加工产品生产及销售、菌种菌包生产及销售、鲜菇及
干产品销售；营养土生产及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未审计资产总额 5,857.32 万
元，净资产 4,375.64万元，营业收入：1,103.56万元，净利润：115.57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是云天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
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28.� �企业名称：云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注册地址：昆明市滇池路七公里
法定代表人：曾波
类型：事业单位
业务范围：为保证产品质量提供检验保障。授权范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仲裁检验与

鉴定、生产许可检验相关委托检验政府委托产品安全检查检测技术方法与标准手段研究
检测设备研制检验人员培训。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的关键管理人员受云天化集团
所属云南省化工研究院管理，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
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9.� �企业名称：云南红云氯碱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连然镇大屯
法定代表人：怀安森
注册资本：11,316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80年 9月 10日
经营范围：机械加工、安装检修、防腐；电器设备安装、仪表仪器安装及检修等。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 云南红云氯碱有限公司未审计资产总额 15,260.30万元，净

资产 -21,215.48万元，营业收入 293.75万元，净利润 -622.19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红云氯碱有限公司是云天化集团实际控制的子公司，与公

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30.� �企业名称：勐海曼香云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海镇嘎海路 20号 26幢 1303号
法定代表人：张林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 8月 10日
经营范围：稻谷、玉米种植、加工及销售等。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 勐海曼香云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未审计资产总额 5,534.42

万元，净资产 1,794.66万元，营业收入：584.48万元，净利润：-321.73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勐海曼香云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云天化集团实际控制的子公

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公司与以上各关联方的交易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 以市场定价或市场价格为基础，

无重大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的现象，并以协议方式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业务实际，交易将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和诚信的原则，执行市场定价，符合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业务实际，交易将遵守公开、公平、

公开和诚信的原则，执行市场定价，符合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

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关联方产
生依赖。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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