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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 2018-42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预案还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为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国内主要的船舶制造企业，公司的主

营业务与中船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是长期持续的；在本预案项下发

生的日常交易过程中，本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遵

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全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切实维

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公

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就 2018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进行预计，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相关情况的预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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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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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7年预
计金额 

2017年实际
发生额 

预计金额与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方
购买商品、
购建固定
资产等长
期资产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公司 660,000 404,022 

2017 年关联

采购、销售总

体执行情况

良好，但受新

船开工不足

能因素影响，

个别项目执

行率较低。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25,000 18,822 

中船动力有限公司 10,000 2,544 

中船集团及下属其他成员单位 35,000 18,370 

小计 730,000 443,758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公司 150,000 76,828 

中国船舶（香港）航运租赁有限公
司 

140,000 44,571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90,000 65,382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60,000 54,001 

中船集团及下属其他成员单位 60,000 31,538 

小计 500,000 272,320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服务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15,000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13,500 3,362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788 

中国船舶（香港）航运租赁有限公
司 

10,000 4,304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00 3,333 

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8,000 3,846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000 5,821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00 1,966 

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 4,500 1,994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4,000 4,254 

中船集团下属其他成员单位 12,000 6,715 

小计 97,000 36,383 

向关联方
提供服务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3,000 1,381 

中船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 2,000 1,821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 778 

中船集团及下属其他成员单位 3,000 284 

小计 10,000 4,264 

 合计 1,337,000 756,725 

存款余额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 912,542 

贷款余额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59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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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7年预
计金额 

2017年实际
发生额 

预计金额与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远期结售
汇合约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等值于 47

亿元人民
币的外币 

4550万美元  

 

（二）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
计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2018 年
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
联方累计
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2017 年
实际发
生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2018年预
计金额与
2017年实
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方购买
商品、
购建固

定资产
等长期
资产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
公司 

520,000 32.18 81,405 404,022 32.40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
有限公司 

25,000 1.55 1,006 18,822 1.51 

中船集团及下属其他成
员单位 

55,000 3.40 1,204 20,914 1.68 

小计 600,000 37.13 83,615 443,758 35.59 

向关联
方销售

商品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
公司 

100,000 6.90 9,525 76,828 4.60 

 

中国船舶（香港）航运
租赁有限公司 

70,000 4.83 2,056 44,571 2.67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 3.45 0 65,382 3.92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

有限公司 
40,000 2.76 1,846 54,001 3.24 

天津中船建信海工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2.07    

中船集团及下属其他成
员单位 

50,000 3.45 1,989 31,538 1.89 

小计 340,000 23.45 15,416 272,320 16.32 

接受关
联方提
供的服

务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20,000 13.61 238 1,966 0.16 长兴重工
股 权 转
让，不再
纳入合并

范围与其
发生的交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10,000 0.62 977 3,362 0.27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 0.62 538 4,254 0.34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0.62 362 5,821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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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
计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2018 年
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
联方累计
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2017 年
实际发
生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2018年预
计金额与
2017年实
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中船集团及下属其他成
员单位 

50,000 3.09 645 20,980 1.68 
易均反映
在关联交
易中 小计 300,000 18.56 2,760 36,383 2.92 

向关联
方提供
服务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30,000 2.07 0 778 0.05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
有限公司 

12,000 0.83 57 1,381 0.08 

中船集团及下属其他成
员单位 

5,000 0.34 84 2,105 0.13 

小计 47,000 3.24 141 4,264 0.26 

 合计 1,287,000   756,725   

存款余
额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  743,666 912,542 60.84  

贷款余
额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374,600 594,600 29.73  

远期结
售汇合
约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等 值 于

104 亿 元

人民币的

外币 

  
4550万

美元 
  

    注：在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贷款余额含中船集团通过中船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方关系 

1、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含其成员单位） 

法定代表人：董强 

注册资本：3,20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6月29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国务院授权管理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

资及经营、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承担武器装备及配套系统的研发、

设计、生产、销售、维修服务业务。船舶、海洋工程以及海洋运输、

海洋开发、海洋保护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租赁、管理业

务。大型工程装备、动力装备、机电设备、信息与控制产品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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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造、修理、租赁、管理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国内贸易（国家专项规定除外）。成套设备仓储物流，油气及矿产资

源的勘探、开发和投资管理，船舶租赁业务，邮轮产业的投资管理。

勘察设计、工程承包、工程建设、建筑安装、工程监理业务，军用、

民用及军民两用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执行、技术服务业务，技

术培训业务的投资与管理。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浦东大道1号 

履约能力：良好。 

关联关系：母公司。 

2、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祥新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7年7月8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

用签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

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

理贷款等。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上海市浦东大道1号2306C

室 

履约能力：良好。 

关联关系：集团兄弟公司。 

3、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公司（含其成员单位） 

法定代表人：李俊峰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8月1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金属材料、矿产品（除专控）、化工

原料及产品、机电设备、船用设备的销售；海上、航空、陆路、国际

货运代理、仓储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周家嘴路3255号12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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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良好。 

关联关系：集团兄弟公司。 

4、中国船舶（香港）航运租赁有限公司（含其成员单位） 

法定代表人：杨力 

注册资本：4,602,046,234港元 

成立日期：2012年6月25日 

经营范围：船舶租赁、海上运输、船舶买卖、船舶管理、投资、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技术引进、船员管理以及香港法律允许的其他与

航运相关的业务。 

注册地址：香港德辅道中19号环球大厦18楼1801室 

履约能力：良好。 

关联关系：集团兄弟公司。 

5、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含其成员单位） 

法定代表人：陈建良 

注册资本：341,725.107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3月26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军、民用船舶，海洋工程，船用柴油

机的设计、制造、服务及修理，160t及以下桥式起重机，600t及以下

门式起重机，高层建筑钢结构、桥梁及大型钢结构、市政工程建筑、

金属结构、网架工程的制造、安装及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船用

配件的设计、制造、服务及修理，铸钢件生产等。 

住所：上海市浦东大道2851号 

履约能力：良好。 

关联关系：集团兄弟公司。 

6、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含其成员单位） 

法定代表人：韩广德 

注册资本：141,350.6378万元 

成立日期：1994年10月21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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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40号 

履约能力：良好。  

关联关系：集团兄弟公司。 

7、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含其成员单位） 

法定代表人：林鸥 

注册资本：293,156.011万元 

成立日期：1990年7月2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军工产品，船舶设计、开发、修造、

技术转让、服务，机电设备、机械设备制造，海洋工程、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钢结构制造，金属材料，货物装卸。 

住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江南大道988号 

履约能力：良好。 

关联关系：集团兄弟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内容主要包括： 

1、向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与本公司主业生

产有关的各种货物； 

2、为中国船舶（香港）航运租赁有限公司建造船舶、海工工程

等产品； 

3、向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销售本公司生产或经

营的各种货物； 

4、委托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简称“工贸公司”）、中船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国贸公司”）代理采购与本公司主业生产有

关的各种货物； 

5、委托工贸公司、国贸公司代理销售本公司生产或经营的各种

货物； 

6、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服务； 

7、向关联方提供服务； 

8、在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和开展其他金融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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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它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凡政府（含地方政府）有定价的，

执行政府定价；凡无该等政府定价的，参照政府指导价的价格执行；

凡无该等政府指导价的，参照市场价的价格执行；前三者都没有的，

执行合同价（即经各方协商一致的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的实际成本或

合理成本（以较低者为准）加合理利润）。交易双方依据关联交易中

所签订的合同上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交易价款，按合同约

定的支付方式和时间交付。 

关联方在交易中，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充分顾及双方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船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国内主要的船舶

制造企业，公司的主营业务与中船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是长期持续

的。 

在日常交易过程中，本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全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切实

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程序 

1、本预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审议认

为：本预案对《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相关情况的预案》

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对 2018 年度可能发生的

关联交易及额度进行了预计。我们认为：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正常，交易类别、交易总金额等均在以上预案范围内；公

司对 2018 年度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及额度预计客观、可信；相关交

易定价将持续秉持公平、合理原则，既有利于公司保持稳定的市场份

额和可持续发展态势，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

意本项关联交易。 

2、本预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征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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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 

3、本预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4、鉴于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

关规定及《公司章程》，本预案还需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

应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意见 

会议召开前，公司已及时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相关情况的预案》及相关附件资料，经认真审阅，我们同

意将该项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正常，

总体在上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相关情况的议案》预计范围内；本预案对 2018 年度可能发生的关

联交易及额度预计认真、客观，反映了公平、合理原则，为公司保持

稳定的市场份额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在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中，关联董事已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程序依法合规。因此，同意本预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含事先认可）。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