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保

荐机构”）作为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恩斯”、“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对赛恩斯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

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关联方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以下简

称“紫金矿业及其控制的公司”）销售商品/服务日常关联交易在合计金额预计不

超过 35,000 万元的额度范围内实施，采购商品日常关联交易在合计金额预计不

超过 2,000 万元的额度范围内实施；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关联方长沙金洲新城开

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以下简称“金洲新城及其控制的公司”）

销售商品/服务日常关联交易在合计金额预计不超过 2,500 万元的额度范围内实

施，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会议召开时，关联董事邱江传先生回

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就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公司生产

经营过程中正常发生的，相关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

情况提前进行合理预测，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



益，也不存在故意规避税收的行为。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公司本次的审议

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上述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形成了书面审核意见：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是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发生的，相关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过程的实际交易情况提前进行合理预测，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

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也不存在故意规避税收的行为。监事会同意公司 2023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

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3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紫金矿业及其控制的公司、金洲新城及其控

制的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人民币（不含税）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3 年

度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2/1/1 至

2022/11/30 实际

发生金额[注]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次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提

供服务 

紫金矿

业及其

控制的

公司 

35,000 91.00% 9,602.61 24.97% 

主要为相关

商品及服务

增加所致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服

务 

金洲新

城及其

控制的

公司 

2,500 6.50% 1,014.08 2.64% 

主要为相关

商品及服务

增加所致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紫金矿

业及其

控制的

公司 

2,000 8.74% 153.30 0.67% 

主要为相关

商品增加所

致 

合计  39,500  10,769.99   

注1：占同类业务比例=该类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或实际发生金额/2021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2021年公司与紫金矿业及其控制的公司的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8.75%； 

注2：2022/1/1-2022/11/30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审计为准，下同。 

公司向紫金矿业及其控制的公司销售商品/提供服务预计 2023 年度金额为



3.50 亿，其中原有运营项目预计 2023 年度产生运营收入 0.80 亿，已验收的综合

解决方案项目转化成新的运营项目预计产生收入 0.50 亿；2022 年部分项目实际

未实施或者项目进度未达预期，随着项目进度的推进，将在 2023 年陆续验收产

生收入。受有色行业增产及国家对重金属污染治理环保政策的不断深入，由于紫

金矿业及其控制的公司每年的环保投入金额较大且逐年增加，公司凭借着产品技

术、服务及品牌优势，通过多年的积累，在紫金矿业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建立了良

好的口碑，为公司后续以公开、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原则获取紫金业务提供

了较好的基础。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人民币（不含税）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2年度

预计 

2022/1/1至

2022/11/30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服务 

紫金矿业及其

控制的公司 
21,278.95 9,602.61 

部分项目实际未实施或者项

目进度未达预期 

向关联人

提供服务 

金洲新城及其

控制的公司 
700 1,014.08 

2022年1-6月经2022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实

际发生金额为551.11万元， 

2022年下半年预计金额为700

万元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紫金矿业及其

控制的公司 
/ 153.30 / 

合计  21,978.95 10,769.99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上杭县紫金大道 1 号 

（3）主要办公地点：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紫金大道 1 号 

（4）成立时间：2000 年 09 月 06 日 

（5）法定代表人：陈景河 

（6）注册资本：263,293.1224 万元人民币 



（7）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勘查；金矿采选；金冶炼；铜矿采选；铜冶炼；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矿产品、机械

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水力发电；对采矿

业、酒店业、建筑业的投资；对外贸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活动；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活动。铜矿金矿露天开采、铜矿地下开采；矿山工程技术、矿山机械、冶金

专用设备研发；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备制造；旅游饭店（限分支机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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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营业务：主要从事铜、金、锌、锂等金属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及工

程设计、技术应用研究，适度延伸冶炼加工及贸易金融等业务，产业链完整。 

（10）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为 2,085.95 亿元，净资产为 928.97 亿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2,251.02

亿元，净利润为 196.00 亿元。 

（11）主要股东：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23.11%。 

2、关联人：长沙金洲新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长沙金洲新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金洲北路 001 号 

（3）主要办公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金洲北路 001 号 

（4）成立时间：2005 年 10 月 13 日 

（5）法定代表人：夏岳华 

（6）注册资本：100,000.00 万元人民币 

（7）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土地整理、复垦；土地管理服务；工业地产开发；房屋租赁；场地租赁；园林绿

化工程服务；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建材、装饰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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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宁乡高新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整理等

业务。 

（10）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长沙金洲新城开发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265.51 亿元，净资产为 112.42 亿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15.58 亿元，净利润为 2.97 亿元。 

（11）主要股东：长沙金洲新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二）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关联关系：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公司 21.22%股份，故紫金矿业及其控制的公司系公司的关联方；长沙金洲新

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宁乡东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的少数

股东，故金洲新城及其控制的公司系公司的关联方。 

（三）紫金矿业及其控制的公司、金洲新城及其控制的公司依法存续经营，

双方交易能正常结算，前期合同往来执行情况良好。公司将就上述预计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

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服务、采购商品，

相关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并结合市场价格情况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业务需求在

授权范围内与紫金矿业及其控制的公司、金洲新城及其控制的公司签订具体交易

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3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定价政策严格遵

循公开、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开展，

交易背景真实可信，定价原则公平公允。上述交易的发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赛恩斯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且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赛恩斯《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

机构对赛恩斯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赛恩斯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叶  强                     王祎婷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