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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工厂地址

1 Moment ive �Performance�Ma teria l s（迈图高新）
Sis ters v il l e，WV，美国
Ota，Gumma�Prefectu re , �日本
Termol i, �意大利

2 Evonik�Deg u s s a �AG（赢创，原德固赛）

Theodore，TL，美国
Leverku s en，德国
Antw erp ，比利时
Yokka ichi，日本
新加坡

3 Dow �Corning（道康宁）
Carrol ton，KY�美国
Ba rry，Wales , �英国
Ichiha ra，日本

4 Wacker（瓦克） Burg hau s en，德国
Kemp ten，德国

5 Shinet s u（信越化学） Mats u ida，Gumma , �日本
中国台湾

6 BIO-GEN 韩国
7 Geles t Morris v il l e，美国
8 Nitrochemie 德国

数据来源：SAGSI《中国硅产业发展白皮书》
目前国内功能性硅烷产业链布局完善，全球已逐步转移到国内，我国已经

成为世界重要的硅烷生产基地。国内企业也不断拓展产业链布局，在向全产业
链延伸的基础上，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向高附加值产品和高端产业链布局。 目
前我国形成了江瀚新材、宏柏新材、晨光新材等规模较大的硅烷生产企业，主
要竞争企业的主要产品如下所示：

单位 主要产品

江瀚新材 含硫硅烷（J H-S69、J H-S75 等），烷基硅烷（J H-T28、J H-T32），氨基硅烷（J H-A110），环氧基
硅烷（J H-O187）、乙烯基硅烷（J H-V171）、苯基硅烷（J H-N610）及部分中间体

宏柏新材 硅烷偶联剂系列（HP-669、HP-669C、HP-1589、HP-1589C及中间体γ1、γ2 等）；气相法二氧化
硅系列（HP-150、HP-200、HP-380）；其他化学助剂

晨光新材 三氯氢硅、三甲氧基硅烷、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KH-550、KH-560、KH-570、原硅酸酯
山东硅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硅油、有机硅压敏胶、硅树脂、硅烷及防水剂
湖北新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硅烷交联剂（酸型、醇型、酮肟型系列产品）；催化剂系列；硅酸酯系列；硅烷偶联剂系列

南京曙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硅烷偶联剂、钛酸酯偶联剂、锆酸酯偶联剂、铝酸酯、防老剂、硫化促进剂

4、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是一家集功能性有机硅烷及其他硅基新材料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与

进出口贸易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硅烷偶联剂研发和生
产企业。 经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认定，2016-2020 年公司硅烷偶联剂在
国内市场占有率均为第一，在全球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三。

公司是国家工信部授予的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获得工信部、省、市
授予的“第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培育)企业”，“中国氟硅行业协会功能性
硅烷产业示范基地”、“中国氟硅行业十大品牌”、“中国精细化工百强企业”、
“中国氟硅行业领军企业”、“湖北省首批支柱产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示范企
业”、“中国氟硅行业创新型企业”等称号，以及获得当今世界享有盛名的米其
林轮胎公司颁发的“2019 年度最佳供应商”和倍耐力轮胎公司颁发的“2012 年
度最佳供应商”等荣誉。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投入，现设有的“湖北省功能性硅烷工程技术中心”和
“湖北省企业技术中心”省级研发平台 2 个，以及与武汉大学有机硅化合物及
材料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成立“功能性硅烷应用技术中心”校企合作研发平台
1 个。

综上，公司在行业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较为突出。
五、发行人主要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一）主要固定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房屋及建筑物 13, 377.54 4, 176.47 - 9, 201.07
通用设备 189.65 135.63 - 54.01
专用设备 32, 039.97 22, 923.95 - 9, 116.02
运输工具 563.95 332.66 - 231.29
合计 46, 171.11 27, 568.72 - 18, 602.39

（二）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使用中的主要生产设备情况如下：

设备名称 取得方式 单位 数量 成新率
反应釜 外购 台 337 63.20%
尾气净化回收装置 外购 套 14 89.00%
DCS控制系统 外购 套 30 87.00%
蒸馏釜 外购 台 77 29.80%
压缩机 外购 台 48 77.40%
灌装装置 外购 套 29 83.80%
换热器 外购 台 90 64.10%
冷却器 外购 个 508 74.70%
制冷系统 外购 套 12 75.40%
储罐 外购 个 427 47.30%
精馏釜 外购 个 56 37.50%
精馏塔 外购 个 83 83.10%
过滤装置 外购 套 79 62.60%
酯化塔 外购 个 58 55.50%
真空泵 外购 台 173 47.50%
离心机 外购 台 17 55.50%

（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
1、自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位置 权证编号 土 地 面 积

（㎡） 用途 使用权
终止日

建 筑 面 积
（㎡）

是否
抵

押

1
江瀚

新
材

荆州开发区岑河农场建
设路 9 号

鄂（2021）荆州市不
动 产 权 第 0032460
号

12, 640.62 工业
至 2052 年

10 月 31
日

2, 901.28 无

2
江瀚

新
材

荆州开发区岑河农场建
设路 9 号

鄂（2021）荆州市不
动 产 权 第 0032304
号

13, 303.13 工业 至 2054 年
7 月 28 日 3, 145.93 无

3
江瀚

新
材

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群
力大道 36 号 1-26 栋

鄂（2021）荆州市不
动 产 权 第 0032282
号

100, 088.72 工业
至 2055 年

10 月 14
日

25, 678.19 无

4
江瀚

新
材

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群
力大道 36 号

27-49 栋

鄂（2021）荆州市不
动 产 权 第 0032300
号

113, 967.44 工业 至 2059 年
9 月 29 日 27, 179.50 无

5
江瀚

新
材

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群
力大道 36 号 50 栋 （区
域配电房区域机柜间）

鄂（2021）荆州市不
动 产 权 第 0034614
号

94, 119.50 工业 至 2068 年
2 月 28 日 581.13 无

6
江瀚

新
材

沙市区锣场镇
渔湖村

鄂（2021）荆州市不
动 产 权 第 0039541
号

117, 440.30 工业 至 2071 年
4 月 30 日 / 无

7
江瀚

新
材

沙市区锣场镇东方大道
以东

鄂（2021）荆州市不
动 产 权 第 0056957
号

13, 334.91 工业 至 2071 年
9 月 10 日 / 无

8
江汉

有
限

沙市区岑河农场岑沙东
路 1, 2, 3, 4, 5 栋

荆州房权证沙字第
200002989 号 / / / 594.57 无

9
江汉

有
限

沙市区岑河农场岑沙东
路 6, 7, 8 栋

荆州房权证沙字第
200709063 号 / / / 304.20 无

注： 公司位于沙市区岑河农场岑沙东路 1,2,3,4,5,6,7,8 栋的房屋所处土地
的使用权归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湖街道办事处享有， 上述房屋目前闲置且
公司无使用计划， 就上述土地使用事宜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湖街道办事处
与江瀚新材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2、租赁房屋及土地使用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租赁他人房产的情况，公司作为出租

方租赁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地址 租 赁 面 积
（m2） 租赁期限 用途

1 荆州市佳涛汽车零部
件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江瀚
新材

沙市区岑河农场建设
路东段 1, 119.96 2022.01.01-2022.12.31 工业

2
荆州市旺诚纸箱包装
有限

公司

江瀚
新材

沙市区岑河农场建设
路东段 517.48 2022.01.01-2022.12.31 工业

3 荆州市元博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江瀚
新材

沙市区岑河农场建设
路东段 464.44 2022.01.01-2022.12.31 工业

注：以上租赁房产已签订新的租赁合同。
（四）注册商标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商标情况如下：

上述注册商标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

（五）专利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申请日 专利类
型

1 200910061452.X 江瀚新材 一种烷基酰氧基硅烷混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2009-04-08 发明
2 200910061451.5 江瀚新材 一种循环生产硅烷偶联剂的方法 2009-04-08 发明
3 201210099277.5 江瀚新材 一种混合酮肟型交联剂的合成方法 2012-04-08 发明

4 201210099278.X 江瀚新材 一种利用 3- 氯丙基三氯硅烷生产中的废料制
备改性正硅酸乙酯的方法 2012-04-08 发明

5 201210400349.5 江瀚新材 一种 3- 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水解液的制备方
法 2012-10-21 发明

6 201210400348.0 江瀚新材 一种双胺基硅烷的制备及其副产物的处理工艺 2012-10-21 发明

7 201310308040.8 江瀚新材 一种双 -[3-(三乙氧基硅)丙基]-多硫化物硅烷
偶联剂的制备方法 2013-07-22 发明

8 201210400347.6 江瀚新材 一种巯基硅烷偶联剂的制备方法 2012-10-21 发明

9 201210099279.4 江瀚新材 一种 3-(苯基氨基)丙基烷氧基硅烷的制备及副
产物的回收利用工艺 2012-04-08 发明

10 201210400346.1 江瀚新材 一种利用多硫化钠合成含硫硅烷偶联剂的方法 2012-10-21 发明
11 201310308045.0 江瀚新材 一种正丁基氨丙基三烷氧基硅烷的合成方法 2013-07-22 发明

12 201310396681.3 江瀚新材 一种 3- 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偶联剂的制备方
法 2013-09-04 发明

13 201310308059.2 江瀚新材 一种硅烷酸性交联剂的合成方法 2013-07-22 发明

14 201410363039.X 江瀚新材 一种 N-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与正硅酸乙酯混合
物水解液的制备方法 2014-07-29 发明

15 201410372177.4 江瀚新材 一种 3-(2, 3- 环氧丙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的
制备方法 2014-07-31 发明

16 201410363252.0 江瀚新材 一种乙烯基三烷氧基硅烷偶联剂的制备方法 2014-07-29 发明

17 201410363251.6 江瀚新材 一种[3-（烷氧基硅基）丙基]乙二胺的制备工
艺 2014-07-29 发明

18 201410363081.1 江瀚新材 一种环己基胺甲基三烷氧基硅烷的合成方法 2014-07-29 发明

19 201510040383.X 江瀚新材 一种 3-(2, 3- 环氧丙氧)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水
溶液的制备方法 2015-01-27 发明

20 201510040387.8 江瀚新材 一种液相氯化反应制备氯甲基三氯硅烷的方法 2015-01-27 发明

21 201510040396.7 江瀚新材 一种低 VOC排放的巯基硅烷偶联剂制备方法 2015-01-27 发明
22 201510040400.X 江瀚新材 一种二乙基胺甲基三烷氧基硅烷的合成方法 2015-01-27 发明
23 201510040405.2 江瀚新材 一种三甲氧基氢硅烷的工业化连续制备方法 2015-01-27 发明
24 201510040413.7 江瀚新材 一种甲基苯基二甲氧基硅烷的制备方法 2015-01-27 发明
25 201510040422.6 江瀚新材 一种三 -（2-甲氧乙氧基）氢硅烷的制备方法 2015-01-27 发明
26 201510476755.3 江瀚新材 一种含硫硅烷共聚物及其制备方法 2015-08-07 发明
27 201510476761.9 江瀚新材 一种硫氰基丙基三烷氧基硅烷的合成方法 2015-08-07 发明

28 201510476762.3 江瀚新材 一种双 -[γ-(三乙氧基硅)- 丙基]一硫化物的
制备方法 2015-08-07 发明

29 201510476763.8 江瀚新材 一种酸性交联剂的制备方法 2015-08-07 发明
30 201510476771.2 江瀚新材 一种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制备工艺 2015-08-07 发明

31 201510476774.6 江瀚新材 一种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的生产方
法 2015-08-07 发明

32 201610140697.1 江瀚新材 一种 3- 异氰酸酯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的制备
方法 2016-03-14 发明

33 201610140698.6 江瀚新材 一种隐蔽性硅烷的合成方法 2016-03-14 发明
34 201610142368.0 江瀚新材 一种氯甲基三甲氧基硅烷的制备方法 2016-03-14 发明
35 201610142413.2 江瀚新材 一种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合成方法 2016-03-14 发明
36 201610144250.1 江瀚新材 一种甲基三丁酮肟基硅烷的制备方法 2016-03-15 发明
37 201610144266.2 江瀚新材 一种丙基三异丙烯氧基硅烷的制备方法 2016-03-15 发明
38 201610655811.4 江瀚新材 一种烷氧基氢硅烷单塔反应工业化制备工艺 2016-08-12 发明

39 201610655812.9 江瀚新材 一种制备乙烯基三 -(2- 甲氧乙氧基)- 硅烷的
酯交换方法 2016-08-12 发明

40 201610655816.7 江瀚新材 一种甲氧基三甲基硅烷醇解工艺 2016-08-12 发明
41 201611033920.9 江瀚新材 生产氯丙基三氯硅烷的方法 2016-11-18 发明

42 201710003050.9 江瀚新材 含硫硅烷与炭黑的基本上球状的反应复合物的
制备方法以及由所述方法制得的产品 2017-01-04 发明

43 201710030022.6 江瀚新材 一种复合硅烷偶联粘接促进剂及其制备方法 2017-01-17 发明
44 201710030023.0 江瀚新材 一种环氧硅烷低聚物的制备方法 2017-01-17 发明
45 201710030038.7 江瀚新材 一种氰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制备方法 2017-01-17 发明
46 201710030040.4 江瀚新材 一种甲基二甲氧基氢硅烷的制备方法 2017-01-17 发明

47 201710031069.4 江瀚新材 一种环状含硫硅烷低聚物及制备方法 2017-01-17 发明
48 201710847693.1 江瀚新材 一种改性的橡胶助剂及其制备方法 2017-09-19 发明
49 201710848249.1 江瀚新材 一种四(三甲硅烷氧基)硅的合成方法 2017-09-19 发明

50 201711422451.4 江瀚新材 一种乙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的工业合成方
法 2017-12-25 发明

51 201710848248.7 江瀚新材 一种胺基硅烷与环氧基硅烷共聚物的制备方法 2017-09-19 发明
52 201711423976.X 江瀚新材 一种硅烷改性炭黑色浆的制备方法 2017-12-25 发明
53 201910164562.2 江瀚新材 一种固体含硫硅烷的制备方法 2019-03-05 发明
54 201910165241.4 江瀚新材 一种环硅氮氨基硅烷的合成方法 2019-03-05 发明

55 201910165243.3 江瀚新材 一种加成法合成三(3-三甲氧基硅丙基)异氰脲
酸酯的方法 2019-03-05 发明

56 201910164567.5 江瀚新材 一种长链烷基三烷氧基硅烷的制备方法 2019-03-05 发明
57 201910555733.4 江瀚新材 一种水性巯基胺基硅烷共聚物的制备方法 2019-06-25 发明
58 201910556899.8 江瀚新材 一种甲基二甲氧基硅烷的制备方法 2019-06-25 发明

59 201910555743.8 江瀚新材 一种从双胺基硅烷副产物乙二胺盐酸盐中制取
无水乙二胺的方法 2019-06-25 发明

60 202010734667.X 江瀚新材 一种 RTV 硅橡胶增粘剂的制备方法 2020-07-28 发明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无专利许可使用情况。 上述专利不存在质
押等权利限制。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1、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功能性有机硅烷及其他硅基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主要产品为功能性硅烷，是我国硅烷制造细分行业中具有领先产业规模
的企业之一。

2、同业竞争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甘书官与甘俊父子。
除发行人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之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七、发起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之“（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控制
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的情况”。

除通过本公司经营功能性有机硅烷及其他硅基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未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
竞争。

3、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今后与公司之间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甘书官、甘俊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主要内容如下：

“1、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将不以任何方式从事
（包括与他人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或投资于任何业务与公司相同、类似或在
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
济组织中委派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2、 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之间存在竞争性同类
业务时，本人承诺将通过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
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3、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向其他在业务上与公司相同、类似或构
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资金、技术或提供销售渠
道、客户信息等支持；

4、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5、 上述承诺在本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能够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期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
除实控人外，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股东承

诺：
“1、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将不以任何方式从事

（包括与他人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或投资于任何业务与公司相同、类似或在
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
济组织中委派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2、 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之间存在竞争性同类
业务时，本人承诺将通过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
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3、 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向其他在业务上与公司相
同、类似或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资金、技术或
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支持；

4、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5、上述承诺持续有效，直至本人不再担任上述职位。 ”
（二）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联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采购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名称

关联交易
内容

2022年 1-6 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荆州市佳涛汽车零部件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物 266.64 0.24% 546.55 0.33% 619.56 0.77% 724.31 0.88%

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
司

甲基氢二
氯硅烷等 10.69 0.01% 293.42 0.18% 158.06 0.20% -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
司 办公用品 - - 2.32 0.00% 0.24 0.00% - -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

三甲基乙
氧基硅烷
等

- - 0.18 0.00% - - - -

浙江润禾有机硅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七甲基三
硅氧烷 - - 0.09 0.00% - - - -

深圳市优越昌浩科技有
限公司

甲基三甲
氧基硅烷 - - 17.78 0.01% - - - -

合计 277.33 0.25% 860.34 0.52% 777.86 0.97% 724.31 0.88%

注 1：上表中的占比系占当期公司总采购金额的比例
注 2：独立董事杨晓勇自 2020 年 12 月 16 日起担任发行人独立董事，其

曾任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但已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卸
任， 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系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 因此，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与发行人 2019 年不存在关联关系，该期
间内与发行人的交易亦不属于关联交易，下同

注 3：杨晓勇担任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
润禾有机硅新材料有限公司系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因此，浙江润禾有机硅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在 2019 年不存在关联
关系，该期间内与发行人的交易亦不属于关联交易，下同

荆州市佳涛汽车零部件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生产、 销售橡胶制
品、塑料包装制品等，报告期内公司向其采购产品包装壶用于产品包装，主要
原因系公司与荆州市佳涛汽车零部件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距离较近，且其
产品质量较好，考虑到运输距离短且包装壶质量稳定，故向其采购，该等采购
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荆州市佳涛汽车零部件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采购金额和占比较为稳定，不存在异常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曾向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采购甲基氢二氯硅烷等原
材料，主要系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同处湖北地区，公司根据原材料采购

需求向其进行小规模采购，金额占比均较小，不存在异常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曾向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采购办公用品， 分别为

2020 年的 0.24 万元和 2021 年一季度的 2.32 万元，占比极低，不存在异常情
况。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分析如下：
1）向荆州市佳涛汽车零部件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荆州市佳涛汽车零部件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涛汽车”）主要

经营生产、销售橡胶制品、塑料包装制品等，报告期内公司向其采购产品包装
壶用于产品包装，主要原因系公司与佳涛汽车地理距离较近，且其产品质量
较好，能够生产 5L、10L 等小规格型号的包装桶，考虑到运输距离短且包装壶
质量稳定，故向其采购，该等采购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发行人向佳涛汽车采购的包装壶公允性分析如下：
单元：元 / 个

包装壶型
号

2022年 1-6 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佳涛汽车采
购均价

其他供应商
采购均价

佳涛汽车采
购均价

其他供应商
采购均价

佳涛汽车采
购均价

其他供应商
采购均价

佳涛汽车采
购均价

其他供应商
采购均价

5L 4.69 / 4.45 / 4.48 / 4.71 /
10L 7.79 / 7.54 / 7.56 / 7.82 /
25L 19.47 / 18.67 21.42 18.62 18.59 20.77 21.14

注： 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向佳涛汽车主要采购 5L、10L 以及 25L 规格的包
装壶，此外发行人会零星采购 2.5L、28L 规格包装壶以及壶盖的采购，各期合
计金额低于 1,000 元，采购均价与发行人整体采购均价不存在显著差异

发行人所采购的包装壶无公开市场价格或同行业上市公司披露数据可
供参考。 报告期内，公司向佳涛汽车采购的各类型号的包装壶单价整体较为
稳定。此外，发行人还向其他供应商采购 25L 规格包装桶，与向佳涛汽车采购
的 25L 包装桶的单价不存在明显差异。

此外，根据佳涛汽车出具的说明，其向江瀚新材的相关销售价格与其整
体销售价格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元 / 个
包装壶型
号

2022年 1-6 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江瀚新材销
售均价

佳涛汽车销
售均价

江瀚新材销
售均价

佳涛汽车销
售均价

江瀚新材销
售均价

佳涛汽车销
售均价

江瀚新材销
售均价

佳涛汽车销
售均价

5L 4.69 4.78 4.45 4.65 4.48 4.65 4.71 4.78
10L 7.79 7.88 7.54 7.79 7.56 7.79 7.82 7.88
25L 19.47 19.91 18.67 19.47 18.62 19.47 20.77 21.24

报告期内， 佳涛汽车的整体销售价格与向发行人的销售价格较为接近，
而略有提升，主要系佳涛汽车的其他客户位于江苏、浙江等地，运输费用亦相
应较高，因此均价略有所提升。 整体而言，佳涛汽车向发行人的交易价格公
允。

2）向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瑞硅材料”）系上市公司兴发集

团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有机硅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报告期内，公司向兴瑞硅
材料采购甲基氢二氯硅烷等原材料，主要系兴瑞硅材料同处湖北地区，公司
根据原材料采购需求向其进行小规模采购较为便捷，该等采购具有合理性和
必要性。

发行人向兴瑞硅材料主要采购甲基氢二氯硅烷以及氯硅烷中间体等原
材料，其公允性分析如下：

单元：万元 / 吨

原材料
2022年 1-6 月 2021年 2020年
兴瑞硅材料采
购均价

发行人整体采
购均价

兴瑞硅材料采
购均价

发行人整体采
购均价

兴瑞硅材料采
购均价

发行人整体采
购均价

甲基氢二氯硅烷 0.37 0.30 0.15 0.51 0.15 0.22
氯硅烷中间体 / 1.36 0.31 0.36 0.04 0.14

发行人向兴瑞硅材料采购的原材料价格低于整体采购均价， 主要系（1）
发行人与其他供应商的采购价为包含运费的价格，而对于兴瑞硅材料的采购
价格为不含运费的采购单价。 兴瑞硅材料地处湖北，与发行人地理位置相对
较近，发行人通过有资质的第三方运输机构前往供应商处提货，运输费用约
为 0.03 万元 / 吨（2）兴瑞硅材料为该等原材料的生产企业，而其余的供应商
如上海昊翀化工有限公司、衢州鼎元化工有限公司等为贸易企业，其在销售
给发行人时，会在原生产厂家的价格上有一定的加价。

2021 年， 发行人向兴瑞硅采购的甲基氢二氯硅烷单价显著低于整体采
购均价，主要系该原材料处于涨价周期，在 2021 年下半年整体采购均价达到
0.71 万元 / 吨，而发行人向兴瑞硅采购的甲基氢二氯硅烷则主要集中于上半
年，因此造成了与全年平均价格的差异，具备合理性。 2022 年，甲基氢二氯硅
烷价格回落，而发行人向兴瑞硅材料的采购集中于当年 1 月，因此造成了向
兴瑞硅材料采购的甲基氢二氯硅烷价格高于 2022 年 1-6 月的平均采购价
格。

考虑到该等因素后，发行人对于兴瑞硅材料的采购价格公允。
3）向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报告期内公司向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采购笔记本用于日常办公，采

购金额分别为 2020 年的 0.24 万元、2021 年的 2.32 万元以及 2022 年，金额较
小；采购均价分别为 25.81 元 / 本、25.60 元 / 本，价格较为稳定，且与一般笔
记本价格不存在明显异常情况。

4）向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采购
上市公司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亚强”）主营业务为

有机硅精细化学品研发、生产及销售。 2021 年，发行人向新亚强采购了六甲
基二硅氮烷、三甲基乙氧基硅烷等产品用于新产品试验，合计交易金额较小。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于性价比的考量而仅向新亚强采购了上述原材料，采购
均价分别为 17.70 万元 / 吨、17.70 万元 / 吨， 与盖德化工网等公开报价不存
在明显差异，交易价格公允。

5）向浙江润禾有机硅新材料有限公司采购
浙江润禾有机硅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禾有机硅”）为上市公司

润禾材料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有机硅新材料的产品研发、生产。 2021 年，发
行人向润禾有机硅采购了七甲基三硅氧烷用于新产品试验， 交易金额较小。
报告期内， 发行人出于性价比的考量而仅向润禾有机硅采购了上述原材料，
采购均价为 3.54 万元 / 吨，与化源网等公开报价不存在明显差异，交易价格
公允。

6）向深圳市优越昌浩科技有限公司采购
深圳市优越昌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越昌浩”）主要经营硅烷偶

联剂、钛酸酯偶联剂、铝酸酯偶联剂等化工产品。 2021 年，发行人向优越昌浩
采购了少量甲基三甲氧基硅烷作为自身产能的补充，交易金额较小；采购均
价为 2.08 万元 / 吨，略高于整体采购均价 1.75 万元 / 吨，主要系甲基三甲氧
基硅烷的采购价格在 2021 年呈现上升趋势， 而发行人向优越昌浩的采购集
中在 5-6 月，价格处于中高位所致。

除上述交易外，公司在报告期内未与关联方发生其他采购商品和接受劳
务的关联交易。

（2）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名称

关联交易
内容

2022年 1-6 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深圳市优越昌
浩科技有限公
司

硅烷偶联剂
等 352.66 0.02% 668.83 0.26% 478.53 0.35% 385.23 0.26%

湖北兴瑞硅材
料有限公司

硅烷偶联剂
等 0.04 0.00% - - 166.33 0.12% - -

浙江润禾有机
硅新材料有限
公司

硅烷偶联剂 - - - - 0.29 0.00% - -

荆州市隆华石
油化工有限公
司

固体甲醇钠、
无水乙醇 - - - - 6.64 0.00% - -

荆州市佳涛汽
车零部件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

硅烷偶联剂 - - 0.31 0.00% - - - -

陈圣云 PE 拉伸缠绕
膜 - - 0.01 0.00% - - - -

合计 352.70 0.02% 669.15 0.26% 651.79 0.47% 385.23 0.26%

注：上表中的占比系占当年或当期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曾向深圳市优越昌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硅烷偶联剂、硅烷

交联剂。深圳市优越昌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硅烷偶联剂、钛酸酯偶联剂、
铝酸酯偶联剂等化工产品，该公司自身不生产硅烷偶联剂，故向发行人采购
后再进行零星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曾向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销售硅烷偶联剂等产品，主
要系双方同处湖北地区，且发行人属于硅烷偶联剂行业龙头企业，故发生正
常产品销售情形，不存在异常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曾向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零星销售硅烷
偶联剂产品，金额较小，占比极低，不存在异常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曾向荆州市隆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零星销售固体甲醇钠、
无水乙醇等原材料，金额较小，占比极低，不存在异常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曾向荆州市佳涛汽车零部件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零星硅烷
偶联剂产品，金额较小，占比极低，不存在异常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曾向陈圣云零星销售，金额较小，占比极低，不存在异常情
况。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分析如下：
1）向优越昌浩销售商品
优越昌浩主要经营硅烷偶联剂、钛酸酯偶联剂、铝酸酯偶联剂等化工产

品，该公司自身不生产硅烷偶联剂，故向发行人采购后再进行零星销售。因江
瀚新材产品质量稳定，性价比亦较高，受优越昌浩下游客户认可，因此优越昌
浩与江瀚新材有着长期合作。 江瀚新材的销售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发行人向优越昌浩销售的主要产品并无市场公开价格，因此通过与发行
人销售该等产品的平均价格进行比较，以论述公允性如下：

①2022 年 1-6 月
产品 金额（万元） 数量（吨） 单价（万元 /吨） 均价（万元 /吨）
J H-N301 99.32 45.90 2.16 2.35
J H-O187 67.77 8.15 8.32 7.63
J H-T28 39.17 22.70 1.73 1.80
J H-N311 26.61 18.05 1.47 1.77
J H-V151 23.13 4.50 5.14 5.47

2021 年， 发行人向优越昌浩销售的主要产品的单价与发行人销售该等
产品的平均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

②2021 年
产品 金额（万元） 数量（吨） 单价（万元 /吨） 均价（万元 /吨）
J H-N301 111.11 54.90 2.02 1.94
J H-O187 97.11 20.70 4.69 4.74
J H-T28 78.32 57.64 1.36 1.45
J H-N311 60.21 28.69 2.10 2.08
J H-A112 58.54 11.10 5.27 6.22

2021 年， 发行人向优越昌浩销售的主要产品的单价与发行人销售该等
产品的平均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其中，向优越昌浩销售的 JH-A112 产品的
价格低于发行人的平均销售价格，主要系该款产品的销售价格在 2021 年 10
月以来随着原材料涨价而有所上升，而发行人向优越昌浩的销售主要集中在
2021 年 1-9 月，因此造成了与全年平均价格的差异。

③2020 年

产品 金额（万元） 数量（吨） 单价（万元 /吨） 均价（万元 /吨）
J H-AP1231 113.14 14.70 7.70 6.67
J H-N301 92.31 68.40 1.35 1.33
J H-O187 38.50 13.80 2.79 2.78
J H-T28 34.88 34.20 1.02 1.00
J H-A112 27.65 8.50 3.25 3.46

2020 年， 发行人向优越昌浩销售的主要产品的单价与发行人销售该等
产品的平均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其中，向优越昌浩销售的 JH-AP1231 产品
的价格高于发行人的平均销售价格，主要系该款产品的最主要客户为回天集
团，发行人向其销售的金额占该款产品总销售金额的 50%以上，且销售价格
有一定优惠，因此拉低了平均销售价格所致。

④2019 年
产品 金额（万元） 数量（吨） 单价（万元 /吨） 均价（万元 /吨）
J H-T28 90.22 88.20 1.02 1.03
J H-O187 37.68 13.40 2.81 3.00
J H-A110 31.63 11.60 2.73 2.89
J H-T40 24.00 20.00 1.20 1.17
J H-O174 23.84 7.50 3.18 3.08

2019 年， 发行人向优越昌浩销售的主要产品的单价与发行人销售该等
产品的平均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

2）向兴瑞硅材料销售商品
兴瑞硅材料系上市公司兴发集团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有机硅产品的生

产及销售。 2020 年，兴瑞硅材料因自身需求，而向同处湖北地区的有机硅龙
头江瀚新材采购了一定量的有机硅产品，交易具备合理性。

发行人向兴瑞硅材料销售的主要产品并无市场公开价格，因此通过与发
行人销售该等产品的平均价格进行比较，以论述公允性如下：
产品 金额（万元） 数量（吨） 单价（万元 /吨） 均价（万元 /吨）
J H-A110 102.87 43.00 2.39 2.43
J H-A112 50.37 15.50 3.25 3.46
J H-O187 13.10 5.00 2.62 2.78

2020 年， 发行人向兴瑞硅材料销售的主要产品的单价与发行人销售该
等产品的平均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2 年 1-6 月，发行人向兴瑞硅零星销售了部分烷基硅烷，金额极小。
3）向润禾有机硅销售商品
润禾有机硅为上市公司润禾材料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有机硅新材料的

产品研发、生产。 报告期内，润禾有机硅因自身需求，而向有机硅龙头江瀚新
材采购了少量的 JH-A110 等有机硅产品，交易金额低于一万元，且按照市场
价格交易，具备公允性。

4）向隆华石油销售商品
2020 年，隆华石油因自身生产而有零星的固体甲醇钠、无水乙醇的采购

需求，江瀚新材恰好有该等原材料储备，且两家企业距离较近，因此隆华石油
选择向发行人采购，具备合理性。隆华石油自身有着稳定的供货渠道，该等交
易系偶然发生，不具备可持续性。

发行人对于隆华石油的销售公允性分析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数量（吨） 单价（万元 /吨） 平均价格（万元 /吨） 市场价格（万元 /吨）
固体甲醇钠 0.04 0.03 1.77 0.31 无
无水乙醇 6.59 9.20 0.72 0.72 0.66

注：无水乙醇市场价系采用 Wind 咨询的乙醇（无水级）现货价的均价测
算

2020 年，发行人向隆华石油销售的固体甲醇钠价格高于平均销售价格，
主要系隆华石油为临时性的零星采购，金额低于 1,000 元，因此单价偏高；发
行人向隆华石油销售的无水乙醇高于对应期间的市场平均价格，主要系无水
乙醇在 2020 年呈现涨价的趋势， 而发行人向隆华石油的销售集中在第四季
度，该季度的市场均价为 0.75 万元 / 吨，与发行人的销售价格接近，具备公
允性。

5）向佳涛汽车销售
2021 年， 佳涛汽车因自身需求而向发行人采购了 0.31 万元的正硅酸乙

酯，交易金额低于一万元，且按照市场价格交易，具备公允性。
6）向陈圣云销售
2021 年， 发行人技术总监陈圣云因个人需求而向发行人采购了 0.01 万

元的 PE 拉伸缠绕膜，交易金额低于 1,000 元，且按照市场价格交易，具备公
允性。

除上述交易外，公司在报告期内未与关联方发生其他出售商品和提供劳
务的关联交易。

（3）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租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
内容

2022年 1-6 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荆州市佳涛汽
车零部件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

厂房租赁 3.36 0.00% 6.72 0.00% 6.72 0.00% 6.72 0.00%

注：上表中的占比系占当年或当期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内，荆州市佳涛汽车零部件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承租发行人位于荆

州市沙市区岑河农场的厂房，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单价为 5 元 /㎡/ 月。 报告
期内，发行人亦向其他非关联方如荆州市旺诚纸箱包装有限公司、荆州市元
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出租厂房，各承租方的月租金标准一致，皆为 5 元
/㎡/ 月，定价公允。

（4）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公司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 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 898.52 5, 797.04 4, 548.94 5, 619.99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资金拆借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关联方资金拆借，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期间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资金占用费 期末数
拆出

甘书官
2020年度 - 450.00 450.00 - -
2019年度 - 70.00 70.00 - -

荆州市华翔
化工有限公
司

2020年度 1, 426.25 - 1, 446.42 20.17 -

2019年度 1, 392.43 - - 33.82 1, 426.25

注：2021 年度以来已不存在资金拆借情况
2019 年和 2020 年，甘书官因个人临时资金周转，分别与发行人发生 70

万元和 450 万元往来，因时间较短，未计提资金占用费。
报告期内，荆州市华翔化工有限公司存在对于公司的拆借款项，主要用

于偿还其经营中所产生的负债。 该笔借款已经按照市场利率计提资金占用
费，且华翔化工的主要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陈太平已承诺以其在发行人处的分
红款抵偿该笔拆借款。 2020 年度，公司收回荆州市华翔化工有限公司的拆借
款共计 1,446.42 万元，其中 1,200.00 万元系公司股东陈太平的分红款抵减资
金拆借款， 以应收票据形式收回 246.01 万元， 以银行存款形式收回 0.41 万
元。 截至报告期期末，荆州市华翔化工有限公司的资金拆借已经清理完毕。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向关联方拆入资金的情形。
（2）垫付个税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期间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资金占用费 期末数
为股东垫付
个税款 2021年 - 2, 454.81 2, 478.10 23.29 -

2021 年 7-8 月，公司存在两次为股东垫付个人所得税的情况，合计金额
2,454.81 万元，主要系因纳税义务的履行较为紧急所致，该等借款已经按照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息 23.29 万元，并且已经于 2021 年 11 月由股东归还完
毕，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关联方往来余额
（1）应收关联方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关联方款项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深圳市优越昌浩科技有
限公司 50.32 2.52 44.29 2.21 71.63 3.58 51.54 2.58

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
司 - - - - 36.57 1.83 - -

合计 50.32 2.52 44.29 2.21 108.20 5.41 51.54 2.58
预付款项
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
司 1.54 - 0.82 - - - - -

合计 1.54 - 0.82 - - - - -
其他应收款
荆州市华翔化工有限公
司 - - - - - - 1, 426.25 -

合计 - - - - - - 1, 426.25 -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存在对深圳市优越昌浩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北兴瑞
硅材料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主要系发行人报告期内向深圳市优越昌浩科技
有限公司和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销售功能性硅烷产品产生的应收款，深
圳优越昌浩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回款能力良好，不存在
异常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对荆州市华翔化工的其他应收款，因该笔借款已
经按照市场利率计提资金占用费，且华翔化工的主要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陈太
平已承诺以其在发行人处持有的股份作为担保，故公司未对该笔应收款计提
坏账准备。

（2）应付关联方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关联方款项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应付账款
荆州市佳涛汽车零部件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 130.94 147.05 240.37 140.46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 - 0.24 -
合计 130.94 147.05 240.61 140.46

上述应付账款系正常经营往来所致。
4、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股份公司设立后，《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对公司与关联

方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规范，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制度所规
定的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 2018-2021 年 3 月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和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也已就公司报告期内的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1 年 12 月 18 日， 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为股东垫付个税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
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下转 C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