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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13-023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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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路桥”）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

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
进行。
2、湖北路桥2013年预计发生钢材、沥青等建筑主要材料采购20亿元左右，其中关
联交易所涉及的材料采购不超过湖北路桥采购总额的20%，故湖北路桥主营业务不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3、湖北路桥与关联方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时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13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丁振国、彭晓璐、付汉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全部通过。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余董事经审议通
过了该项关联交易。
（2）该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公司与关联
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在定价政策、结算方
式上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2013年度日常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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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预测了本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本委员会提醒公司董事会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4、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武汉联发投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回避表决。
（二）2012 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1）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工程施工

本方单
位

湖北省
路桥集
团有限
公司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2012 年实际
发生金额

湖北省梧桐湖新区投资有限公司

——

27,029.48

湖北黄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49,087.00

武汉花山生态新城投资有限公司

——

29,963.42

湖北梓山湖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

11,245.00

武汉汉洪、青郑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

345.39

武汉绕城高速公路管理处

——

655.94

——

118,326.23

关联人

小

计

（2）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
单位：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本方单位

采购原材
料

湖北省路桥集团
有限公司
小

关联人

上年（前
次）预计
金额

2012 年实际发生金
额

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

——

24,269.67

湖北联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

5,581.84

计

——

29,851.51

2012 年资产重组前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不存在商品采供与销售类关联交易，湖北路
桥置入上市公司后，湖北路桥与关联方的采购交易变为上市公司与关联方的经常性关联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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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采购原材
料

本方单
位

湖北省
路桥集
团有限
公司

关联人

湖北通世
达交通开
发有限公
司及湖北
联发物资
贸易有限
公司

本次预
计金额

不超过
4 亿元

本年年
初至披
露日与
占同类
关联人
业务比
累计已
例（%）
发生的
交易金
额

不超过
20%

约
5,533
万元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
类业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务比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例
（％）

29,851.51

1、 本年公司产值增加约
10 亿元，导致材料采购金
额增加；2、湖北通世达交
通开发有限公司及湖北联
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增资
及整合后供应能力及物流
能力增强，公司加大了采
购数量有利于公司降低材
料采购成本，确保主要材
料及时到位，保证工程进
度。

1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420000000002967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汉生
注册资本：8,026.94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12 月 21 日
注册地址： 武汉市建设大道 384 号
经营范围：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道路养护维修；
建材、钢材、水泥、汽车（不含九座及以下品牌乘用车）、机电产品销售；沥青产品的
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和代理。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94,178.18 万元，净资产 12,743.5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66,407.09 万元，净利润 961.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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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北联发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湖北联发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42000000003451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项劲松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3 月 12 日
注册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81 号
经营范围：销售钢材、钢坯、废钢、矿石、生铁、有色金属材料（以上需经许可经
营的项目除外）、水泥、建筑材料、机电设备、汽车（不含九座及以下品牌乘用车）、化
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仓储。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68,251.08 万元，净资产 3,107.94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9,711.65 万元，净利润 193.50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湖北联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湖北联投商贸物流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北联投商贸物流有限公司是湖北省联合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湖北省联合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湖北联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湖北联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历史交易过程中能够
严格执行采购合同约定，供货质量符合相关要求，公司运营情况良好，财务风险较小，
拥有良好的行业声誉，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根据湖北路桥 2013 年经营计划，2013 年湖北路桥将与湖北联发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原材料的采购合同，2013 年预计发生关联交易
金额不超过 4 亿元。
（二）关联交易必要性及定价政策
由于关联采购形成的关联交易，属于经常性关联交易，这一关联交易的存在具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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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湖北联发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是湖北省较大的
建材材料供应商，在湖北市场占有较大市场份额，是湖北省工程施工企业的重要建材供
应方，因此，重组后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采购具有必要性。
关联采购合同是湖北路桥与关联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根据公平交易原则，依据公
开的市场信息价格，作为合同结算依据，公开市场信息为湖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主办的《市场价格信息》（《湖北工程造价管理》信息版双月刊）中“一、湖北省各市、
州工程材料市场信息价”中项目所在地的价格和意达钢材信息网等建材价格信息网站提
供的市场信息价格。
（三）关联交易合同主要条款
1、交易标的及数量：钢材、沥青等建筑主要材料。根据湖北路桥 2013 年经营计
划，公司 2013 年预计完成形象进度产值约 40 亿元，根据以往施工经验数据完成产值
所需钢材、沥青等建筑主要材料采购预计折算货币约为 20 亿元左右，其中向湖北通世
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及湖北联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原材料采购预计不超过 4 亿元。
2、交货地点：湖北路桥各项目经理部。
3、供货时间：在合同确定的期间范围内，具体服从采购方及工程施工工期安排，
按照采购方审核批准的材料供应计划约定时间及时供应。
4、质量保证：供应方必须确保所供材料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本项目技术规范及
参数、设计文件及变更设计文件对材料的质量要求。
5、结算及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后,供应方即按供应计划提供货物，经采购方及本项
目监理单位验收质量合格、数量无误并由采购方签收后，供应方每月 20 日截止汇总将
上一供货周期内实际供应材料的供货结算表与采购方进行核对，双方签字确认盖章后由
供应方向采购方提供全额材料增值税发票及运输单位开出的运输发票，采购方据此每月
向供应方支付不超过 80%的材料款，余款在次月付清。
6、主要违约责任：如采购方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卸车和签收，或未按合同约定及时
对账完善送货汇总表签字盖章,应赔偿由此给供应方造成的损失。如供应方未按合同约
定时间及时供应材料，应赔偿由此给采购方造成的损失。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湖北路桥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
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2、湖北路桥2013年预计发生钢材、沥青等建筑主要材料采购20亿元左右，其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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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所涉及的材料采购不超过该公司采购总额的20%，故该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3、湖北路桥与关联方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时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3 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会前对《关于公司 2013 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提案》进行了
审查，并听取了公司相关人员对该交易事项的专项报告，经审阅相关材料，同意将该项
提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我们认为：
1、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余董事经审议通
过了该项关联交易。
2、该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公司与关联方
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在定价政策、结算方式
上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李德军、杨汉刚、夏成才
二○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