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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交易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关联交易的发生符合公司

业务特点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有利于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一、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0 年 4 月 20日召开的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0年第一次会议、第

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对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莫勇先生、高建成

先生、符杰平先生、刘勐先生、齐伟红先生、李智先生进行了回避，

由其他 3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0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20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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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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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在对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莫勇先生、高建成先生、符杰平先生、

刘勐先生、齐伟红先生、李智先生进行了回避，由其他 3 名非关联董

事参与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延化工程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3、2020年 12 月 14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在对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莫勇先生、高建成先生、符杰平先生、

刘勐先生、齐伟红先生、李智先生进行了回避，由其他 3 名非关联董

事参与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对本交易进行了审核，签署了书面认可意见。第七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独立董事一致认为：该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该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延化工程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 前次预计 2020 年关联交易及 2020 年 1-11 月实际执行情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延长化建         公告编号：2020-076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0 年 

预计金额 

2020 年 1-11

月实际交易金

额 

1 提供劳务 陕西延长石油安源化工有限公司 800 736 

2 提供劳务 
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5,200 4362.76 

3 采购商品 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 20 18.31 

4 采购商品 陕西建工材料设备物流有限公司 1,020 973.52 

5 接收劳务 陕西延长青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23,100 2186.73 

 

（三）本次增加 2020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额度的具体情况 

由于公司关联单位项目建设安排发生了变化，致使个别关联方工

程项目合同额预计将要超出前次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因此本次增加公司与之相关的 2020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

易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事项 关联方名称 

2019 年

实际交易

额 

原 2020

年预计

金额 

本次 

增加 

金额 

增加后

预计 

金额 

提供劳务 陕西延长石油安源化工有限公司 42,856.38 800 40 840 

提供劳务 
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15,969.14 5,200 3,300 8,500 

采购商品 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 0 20 10 30 

采购商品 陕西建工材料设备物流有限公司 0 1020 75,600 76,620 

接收劳务 陕西延长青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0 23,100 4,000 27,100 

（四）本次增加部分关联方的具体情况 

由于公司关联单位项目建设安排发生了变化和延长化建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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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致使公司个别关联方超过前次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联方

范围，为了保证公司重组后工程施工顺利进行，现对前次关联方预计

的范围进行增加。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事项 关联方名称 
2019 年实

际交易额 

原 2020

年预计

金额 

本次 

增加 

金额 

增加后

预计 

金额 

提供劳务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三原销售有限

公司 
/ / 2,152 2,152 

提供劳务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 / 157 157 

提供劳务 
延长中科(大连)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6,370.34 / 257 257 

提供劳务 西安金居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 5,500 5,500 

提供劳务 
陕西建工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 
/ /  41,000  41,000 

提供劳务 西安建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2,100   2,100  

采购商品 陕西延长三鑫特种房有限公司 39 / 32 32 

采购商品 陕西建工集团混凝土有限公司 / / 132 132 

采购商品 陕西建工金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371 371 

采购商品 
陕西建工（安康）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 
/ / 282 282 

接收劳务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31 31 

接收劳务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 8 8 

接受劳务 陕西隆鑫劳务施工有限责任公司 / / 65 65 

接受劳务 陕西华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 2,,920 2,,920 

接受劳务 陕西神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 335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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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劳务 陕西德顺劳务有限公司 / / 75 75 

接受劳务 陕西施建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 /  12,913   12,913  

接受劳务 
陕西九洲建筑劳务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 /  458  458 

接受劳务 榆林华山劳务有限公司 / /  1,700   1,700  

接受劳务 陕西新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  48   48  

接受劳务 
陕西安康建工建筑产业劳务有限

公司 
/ /  150  150 

接受劳务 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 /  2,713   2,713  

接受劳务 陕西腾兴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 /  22,765   22,765  

销售商品 重庆高新鼎诚置业有限公司 / / 320 320 

销售商品 陕西锦绣华天置业有限公司 / / 127 127 

租入租出 陕西建工材料设备物流有限公司 / / 1,120 1,120 

 

二、增加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本次增加关联交易的部分关联方基本情况详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2020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7）和 2020 年 7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

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48）。  

关联方 关联方简介 关联关系简介 

陕西延长

石油集团

三原销售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张水 

主要经营范围：成品油库筹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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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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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集团下属

公司 

陕西建工

安装集团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607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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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罗宝利 

主要经营范围：市政、机电、房建、化工石油、冶炼、矿

山、水利、公路、港口、电力、通讯、环保、消防设施、

建筑智能化、钢结构、城轨、机场、装饰装修、园林绿化、

核工程的设计、施工、调试及工程咨询；锅炉、起重机械、

电梯、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力设施的安装、调试、维

修、改造；工业、公用、民用工程的投资（仅限自有资金）、

物资配套及机电运营服务；压力容器、暖通空调设备及配

件、电缆桥架、安装机械、金属结构产品的设计、制造、

销售；工程检测及计量仪器仪表的检定；对外承包工程；

进出口货物及技术服务；新能源类发电设备及新能源类充

电装置的设计、销售、施工、维修、改造；系统内部职工

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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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中科

(大连)能

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注册资本：17898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郑拴辰 

主要经营范围：能源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化

工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开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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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集团下属

公司 

西安金居

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胡明智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酒店

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居民日常生活服务；

家政服务；五金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房地产经纪；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饮服务；旅游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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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陕西建工

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

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刘德峰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房地产评估；房地产咨询；物

业管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

台、报刊出版单位）；企业管理；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地

产经纪；柜台、摊位出租。(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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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西安建荣

房地产开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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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张虎平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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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长

三鑫特种

房有限公

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海勇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压力储罐水箱，电控柜，各

种野营值班房，野营生活房、撬装注水站、各种特种房材

料、各种撬装设备、环保设备、钢结构、钣金设计、制造、

销售及维修；钻采设备及配件、井下工具、标准件、机械

设备（需审批的除外）的销售及维修；电机销售及维修；

塑钢门窗、铝合金门窗的制造、销售及维修；建材销售（不

含化学品）；环保工程；市政工程；机电安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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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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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集团下属

公司 

陕西建工

集团混凝

土有限公

司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海峰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预拌商品混凝土；预拌砂浆；

预制混凝土构件；混凝土泵送、供应、检测检验(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陕西建工

金牛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肖新房 

主要经营范围：锅炉、压力容器、非标准设备、燃烧器、

锅炉辅机、电器设备、金属材料的生产、销售；锅炉和设

备安装及锅炉修理(锅炉、压力容器生产维修凭许可证经

营)；环保设备、钢门窗、水电及管道安装；新产品开发及

技术服务、咨询及系统内部职工培训；城市集中供冷、供

热服务；蒸汽供应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房屋建筑、机电

安装、市政公用、公路桥梁、水利水电、化工石油、矿山、

冶炼、通信、电力、机场场道、消防、环保、隧道、城市

轨道交通、建筑智能、防腐保温、钢结构、建筑装修装饰、

园林古建筑、土石方、地基与基础、体育场设施、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建筑机械及主要服务设施的租赁；

混凝土构件及木制品的生产；材料加工；建筑原料及制品

试验与检测；建筑技术开发、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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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陕西建工

（安康）新

型建材有

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辉 

主要经营范围：装配式建筑工程的技术开发与研究、技术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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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技术咨询与服务；混凝土预制构件、城市综合管廊

及市政设施构件的生产、安装、销售、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与服务；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商品

混凝土的生产销售；钢结构部品的生产、安装、销售、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与服务；钢筋、金属构件的加工；新型

建材、墙体材料及再生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及技术研发

和技术转让；建筑材料及室内装饰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

销售；建筑施工及产品检测；道路货物运输；房屋建筑、

市政公用、公路、水利水电、钢结构、消防设施、机电安

装、地基与基础、防水、装饰装修、土地整理、园林绿化

工程的施工；工程劳务分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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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工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义光 

主要经营范围：土木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及配套；城乡规

划；建筑、市政公用、路桥、铁路、水利水电、化工石油、

机电安装、矿山、冶炼、通信、电力、机场场道、隧道、

建筑智能、装修装饰、园林绿化、古建筑、消防、钢结构、

环保、建筑幕墙、土石方、地基基础等工程的设计及施工；

建筑构件、材料、非标设备的生产、销售；工程机械经销、

租赁，工程项目评估、技术经济咨询服务及人员培训（限

内部员工）；五金工具、化工原料（危险、易制毒、监控

化学品除外）、家用电器、纺织品、橡胶、塑料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

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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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陕西建工

第一建设

集团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18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黄海龙 

主要经营范围：建筑安装工程；公路、桥梁、环保、水利、

市政工程、园林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

装饰装修工程、钢结构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锅炉安

装工程、特种设备安装（压力管道）的工程施工；铝合金

门窗制作、构件加工；建材、电器实验；工程咨询；钢化

租赁；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

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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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陕西隆鑫

劳务施工

有限责任

公司 

注册资本：16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法定代表人：魏剑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

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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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

对外劳务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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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西华峰

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汤军儒 

主要经营范围：建筑劳务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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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陕西神韵

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杨科伟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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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陕西德顺

劳务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小江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施工机械的租赁；建筑劳

务分包。(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陕西施建

劳务有限

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建荣 

主要经营范围：建筑、安装工程、公路、桥梁工程、市政

工程、装饰装璜工程劳务分包；建筑材料、水暖器材、机

电产品、五金交电、劳保用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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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陕西九洲

建筑劳务

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刘竹英 

主要经营范围：建筑劳务分包作业；建筑技术咨询服务；

模板脚手架不分等级工程的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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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榆林华山

劳务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王宏 

主要经营范围：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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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陕西新星

建筑劳务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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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资） 

法定代表人：席鹏飞 

主要经营范围：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机械、建筑设施材料

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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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安康

建工建筑

产业劳务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张鹏飞 

主要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市政道路工程劳

务分包、水利水电工程劳务分包、机场场道工程劳务分包、

消防工程劳务分包、水电安装工程劳务分包、暖通安装工

程劳务分包、管道工程劳务分包、室内外装饰工程劳务分

包、钢结构工程劳务分包；建筑装修材料及五金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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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陕西建工

基础工程

集团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牛新会 

主要经营范围：地基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各类桩、深

基坑支护工程、特种专业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市政

工程、建筑工程、机电工程、电力工程、钢结构工程、环

保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河湖整治工程、公路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机场场道、园林绿化、消防设施工程、混

凝土工程、建筑安装工程、古建筑工程的施工；土地整理；

工程造价咨询；建筑工程设计；工程勘察设计；地质灾害

处理；物资经销；机械设备租赁、维修及清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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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陕西腾兴

建筑劳务

有限责任

公司 

注册资本：15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钟波 

主要经营范围：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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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重庆高新

鼎诚置业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璞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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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市场

营销策划；楼盘销售代理；建筑工程技术咨询；销售：水

暖器材、建筑材料（不含化危品）；物业管理；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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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陕西锦绣

华天置业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建辉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上述

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

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陕西建工

材料设备

物流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55593.366959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周鹏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办公设备销售；建筑装饰材料

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门

窗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销售代理；电气机械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建筑用钢

筋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

备租赁；单位后勤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一类增值

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建筑

用钢筋产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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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建控股集团

下属公司 

 

协议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

通过市场公开招标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控股股东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第二

大股东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发生的关联

交易，有利于公司巩固陕西省内市场占有率，同时集团项目有利于降

低公司管理成本，且其履约能力强，能有效促进公司业务持续、稳定

发展，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和陕建控股集团、延长集团的关联交易全部按照市场价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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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招标获得，因此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没有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