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0-013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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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

行审议，届时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

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日常关联交易并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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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确认的

议案》以及《关于公司 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审议上述两个议案过程中，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建

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贸易”）、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复连众”）、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建材信息”）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4 名关联董事曹江林、蔡国斌、常张利、

裴鸿雁回避表决，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在对公司及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浙

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石纤维”）、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振石集团”）及其下属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2

名关联董事张毓强、张健侃回避表决，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确认

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

2020 年度预计的各项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

正的市场原则，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对公司独立性亦不会造成影响。审议、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的相关事项。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届时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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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9年度，公司预测发生并已披露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20,340万元，实际

发生关联交易金额153,810万元，具体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超出

预计金额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

料及商品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直

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1,640 257 / 

恒石纤维 5,000 734 / 

中建材信息 1,700 1,052 /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中建材贸易 7,550 5,734 / 

中复连众 5,014 3,978 /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直

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24,507 3,247 / 

恒石纤维 92,354 83,547 /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直

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81,905 54,270 / 

支付/收取租金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直

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360 574 实际租赁面积增加 

恒石纤维 310 417 实际租赁面积增加 

合计 220,340  153,810 / 

鉴于公司和恒石纤维、振石集团之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实际发生的租金分别

超出原预计金额 107 万元、214万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已经重

新提交董事会审议及确认。 

 

（三）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0年度预计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将与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356,812

万元，关联交易的项目及金额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及商品 

振石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之直

接和间接控股

公司 

0 0  /      257  0.03 

中建材信息 1,200 0.49 /    1,052  0.48 

恒石纤维 5,000 0.67        50      73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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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中建材贸易 6,630 0.57       786    5,734  0.55 

中复连众 5,556 0.48       918    3,978  0.38 

振石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之直

接和间接控股

公司 

210,718 18.11    14,884    3,247  0.31 

恒石纤维 33,011 2.87     3,952   83,547  8.08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振石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之直

接和间接控股

公司 

93,629 24.36     6,102   54,270  23.26 

支付/收取租

金 

振石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之直

接和间接控股

公司 

617 13.74        4      574  11.62 

恒石纤维 451 10.04        36      417  8.44 

合计 356,812      26,732  153,810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较 2019年有较大增长，主要是因为市场对公

司产品需求稳定增长，公司向各关联方销售玻纤产品的金额增加，以及伴随着销

量增长带来的运输费用增加。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建材贸易系成立于 2004 年 8 月 17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住所为北京

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商务中心 4 号楼 17 层；法定代表人王立鹤；注册资

本 30,095.69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

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汽车配件、五金交电、矿产品、化

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木材、纸张、

土产品、日用品、针纺织品、谷物、豆类、薯类；装饰设计；家居设计；技术开

发；承办展览展示；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

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

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公务）（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2 年 04 月 06 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建材

贸易的总资产为 28亿元，负债总额为 21.47 亿元；2019年 1-9月的主营业务收

入为 47.66 亿元。  

中建材贸易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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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中建材贸易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中建材贸易由中建材国际物产有限公司控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在物流贸易板块的重要企业。 

2、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材信息成立于 2005年 4月 22日；目前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商务中心 4号楼 18层 1801室；法定代表人陈咏新；注册资本：14935.9999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销售有色金属矿、矿产品、医疗器械Ⅱ、Ⅲ类；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汽

车（不含九座以上乘用车）、金属制品、机械设备、文化用品、日用杂货、日用

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针纺织品、工艺品、服

装、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体育用品；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建

材信息资产总额 84亿元，负债 68亿元，2019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91亿元。 

中建材信息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

规定，中建材信息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中建材信息由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控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在

物流贸易板块的重要企业。 

3、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中复连众成立于 1989年 10月；目前住所为连云港市新浦区海连东路 195

号；法定代表人为乔光辉；注册资本 26,130.75349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风

力发电叶片、压力管道、玻璃钢及其它复合材料制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

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复合材料相关设备的制造；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

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及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

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防腐保温工程、环保工程及市政公用工程的设计、施

工总承包业务；与主营业务相关原材料的检验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检验；对外承包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以及与工程相

关的商品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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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资产总额 54.13 亿元，负

债 21.33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6.98亿元。 

中复连众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中

复连众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中复连众主要从事风力发电机叶片、玻璃钢及其他复合材料制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复合材料业务板块的重要企业，与国

内外众多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4、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振石集团系成立于 1989年 6月 1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住所为浙江省桐

乡市梧桐街道复兴路；法定代表人张毓强；注册资本 1.97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

围：复合材料、玻璃纤维及复合材料、化工产品及其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

制毒品）、新型建材、玻璃设备的制造和销售；矿产品（不含铁矿石、铝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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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电动工具、涤纶丝、耐火材料、萤石、石灰、石粉、包装材料、建筑材料、

电子产品、计量器具、消防器材及其配件、办公用品（除危险品）、移动板房、

日用品、服装鞋帽、箱包、皮革制品、蚕丝被、纺织品、丝绸、工艺品（除文物）、

厨房用具、家用电器、五金交电、仪器仪表、自动化系统及计算机软件、金属制

品、货架、汽车（除九座以下乘用车）、汽车配件、机器设备、铁合金、不锈钢、

不锈钢废料的销售，煤炭的批发（无储存），装配式集成房屋的安装销售；经营

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机器设备的设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机器设备的上门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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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资产总额 236.45 亿元，负债 155.62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132.49 亿元。 

振石集团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振石集团及其下

属直接和间接控股子公司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振石集团是一家多元化发展的集团企业，主营业务涵盖特种钢材

制造、红土镍矿资源开发、物流运输、房地产开发、酒店旅游、风能基材、复合

材料及制品、医院等。2019 年，振石集团位列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 422 位。其

核心业务位列同行业和地区前列，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履约能力。 

5、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 

恒石纤维系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7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住所为桐乡经济

开发区广运南路 1号；法定代表人张健侃；注册资本 13,784万美元；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玻璃纤维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的检测；玻璃纤维及其制品检测技术

的开发、咨询、服务。2019 年末资产总额 25.52 亿元，负债合计 11.37 亿元，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98 亿元。 

恒石纤维为公司关联自然人间接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恒石纤维构成

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恒石纤维主要从事风能基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是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绿色企业，拥有省

级技术研发中心 1个、国家级重点新产品 2个、国家火炬计划产品 3个，浙江省

名牌产品 1 个。年生产能力达 10 余万吨，生产规模全国最大，市场占有率同行

业中排前 3位，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保证关

联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开。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持续、经常性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经营业务往来，

有利于根据各方的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及提高生产效率，符合本公司的经营发

展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

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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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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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确认的独立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