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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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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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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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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

期持续的。2019 年 10 月 25 日起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

重工”）成为公司关联方。中船重工是国内主要的船舶制造企业，公司的主营业

务与中船重工之间的关联交易亦是长期持续的。 

● 在本日常关联交易发生的过程中，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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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1年 4月 15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大厦

13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关联董事周辉、陈映华、王军、施俊、周忠均回避表决，

上述预案以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就上述预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上述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上述预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将对该预案回避表决。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子公司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8,715.33 1,358.14 

部分预计承接的项

目未发生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

公司 
6,851.20 5,753.57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9,199.52 7,017.80 

部分预计承接的项

目未发生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719.50 241.75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杭州应用声学研究所 3,700.00 / 

因疫情影响，预计承

接的项目未发生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2,718.00 1,098.16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 1,597.90 

部分预计承接的项

目未发生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上海江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839.00 / 

因疫情影响，预计承

接的项目未发生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上海九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538.00 / 

因疫情影响，预计承

接的项目未发生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 49,660.00 1,320.75 

预计承接的主要项

目未发生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长兴造船

有限公司 
16,000.00 28.30 

预计承接的主要项

目未发生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中船广西船舶及海洋工程有

限公司 
20,200.00 371.17 

预计承接的主要项

目未发生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23,000.00 159.34 

预计承接的主要项

目未发生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公司 1,400.00 1,447.05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中船集团和中船重工及下属

其他成员单位 
4,259.62 15,898.24 新增预计外项目 

小计 202,800.17 36,292.17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商品、

劳务 
北京中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 40.66 

部分预计采购项目

未发生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商品、

劳务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

公司 
1,000.00 654.19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商品、

劳务 

中船集团和中船重工及下属

其他成员单位 
1,030.99 4,642.00  

小计 3,530.99 5,336.85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存款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207,819.65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贷款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 119,000.00  

合计 656,331.16 368,448.67  



注：在总额范围内，具体同类别的单位间可互相调整。 

 

2、实际控制人外的关联单位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和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上海德瑞斯华海船用

设备有限公司 
150.00 318.34  

小计 / 150.00 318.34  

注：在总额范围内，具体同类别的单位间可互相调整。 

 

（三）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子公司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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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劳务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 
7,290.00 3.56 46.56 2,459.70 1.31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劳务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

有限公司 
18,526.00  9.04 13.21 5,753.57 3.07 

预计承接项目

增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劳务 

江南（造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5,208.00 2.54 300.04 7,017.80 3.74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劳务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 
4,475.00 2.18 3.70 241.75 0.13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劳务 

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

设计研究院 
12,298.00 6.00 300.97 683.83 0.36 

预计承接项目

增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劳务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 0 三研究所 
3,000.00 1.46 / / / 

预计承接项目

增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劳务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

公司 
5,940.00 2.90 / 1,597.90 0.85 

预计承接项目

增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劳务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 3,300.00 1.61 / / / 

预计承接项目

增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劳务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

限责任公司 
5,165.00 2.52 4,298.61 5,268.74 2.81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劳务 

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

限公司 
6,800.00 3.32 / 1,320.75 0.70 

预计承接项目

增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劳务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

际工程有限公司 
10,800.00 5.27 58.76 224.14 0.12 

预计承接项目

增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劳务 

实际控制人下属其他

成员单位 
11,257.00 5.49 1,511.56 11,723.99 6.25   

小计 94,059.00 45.89 6,533.41 36,292.17 19.36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商

品、劳务 

上海江舟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2,400.00 1.44 / / / 

预计增加对外

采购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商

品、劳务 

上海九舟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1,200.00 0.72 / / / 

预计增加对外

采购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商

品、劳务 

九江中船长安消防设

备有限公司 
980.00 0.59 275.23 275.23 0.17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商

品、劳务 

上海华船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980.00 0.59 / 708.67 0.44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商

品、劳务 

实际控制人下属其他

成员单位 
1,000.00 0.60 83.05 4,352.95 2.70   

小计 6,560.00 3.94 358.28 5,336.85 3.31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

存款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320,000.00 / 176,722.83 207,819.65 /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

贷款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130,000.00 / / 119,000.00 /   

合计 550,619.00 / 183,614.52 368,448.67 / 
 

注：在总额范围内，具体同类别的单位间可互相调整。 

 

2、实际控制人外的关联单位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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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劳务 

上海德瑞斯华海船

用设备有限公司 
150.00 0.07 / 318.34 0.17  

合计 150.00 0.07 / 318.34 0.17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商

品、劳务 

上海德瑞斯华海船

用设备有限公司 
1,500.00 0.73 / / / 预计增加对外采购 

合计 1,500.00 0.73 / / /  

注：在总额范围内，具体同类别的单位间可互相调整。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含其成员单位） 

法人代表：雷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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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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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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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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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型工程装备、

动力装备、机电设备、信息与控制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租赁、管理

业务。 （五）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家专项规定除外）。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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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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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

务，技术培训业务的投资与管理。 

住    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 号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林鸥 

注册资本：293,156.011 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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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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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本公司股东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琦 

注册资本： 448,780.2336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5 月 27 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舶、港口机械、起重运输机械、压力容器、冶金

矿山设备、水利电力设备、石油化工设备、钢结构件的设计制造修理，海洋工程、

建筑桥梁、机电成套工程，船舶相关材料、设备的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 号 2104 室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同一最终控制人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陈建良 

注册资本： 341,725.107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 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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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级）的制

造、安装及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经外经贸部批准的自营进出口业务及进料

加工、“三来一补”业务，机械设备设计、制造，工业设备工程安装、修理，一

级起重机械安装，船用配件的设计、制造、服务及修理，铸钢件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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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所：浦东大道 2851 号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同一最终控制人 

 

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法人代表：卢霖 

注册资本： 5,209 万人民币 



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设计、促进船舶工业发展、船舶

与海洋工程结构物研究设计、船用设备及相关设备研制、计算机软件开发应用、

实船测试、泵研制及测试、喷水推进装置研究设计与试验、相关技术开发与咨询

服务。 

住    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1688 号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同一最终控制人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陈建良 

注册资本： 230,910.7692 万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7 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船舶、船用设备、港口机械、机械电子设备、冶

金矿山设备、水利电利设备、石油化工设备、钢结构、起重机械的销售、设计、

制造、改造、安装、维修及以上自有设备的租赁，船舶、船用设备、海洋工程项

目的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造船和钢结构专业领域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 号 2104 室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同一最终控制人 

 

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李洪涛 

注册资本：10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83 年 02 月 01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

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动力装

备、新能源设备的研发、设计、租赁；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销售金属材料、木

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燃料油、船舶、海洋工

程装备、动力装备；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及服务的劳务人员；对外修船、



拆船及技术交流业务；承包本行业国外工程和境内外资工程；招标代理；承办展

览展示；投资管理；经济贸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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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 56 号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同一最终控制人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徐舍 

注册资本：30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 年 07 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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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鉴证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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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

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

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保险法

律和行政规章制度许可范围内的险种的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

信贷及融资租赁等。  

住    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 号 2306C 室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同一最终控制人 

 

上海江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邵毅 

注册资本：2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08 月 17 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潢材料批发零售；物业

管理；室内装潢设计。  

住    所：上海市宝山区市一路 200 号 A-950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同一最终控制人 

 

上海九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邵毅 

注册资本：2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08 月 17 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潢材料批发零售；物业

管理；室内装潢设计。  

住    所：上海市宝山区市一路 200 号 A-951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同一最终控制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问鸣 

注册资本：6,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06 月 29 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以舰船等海洋防务装备、水下攻防装备及其配套

装备为主的各类军品科研生产经营服务和军品贸易；船舶、海洋工程等民用海洋

装备及其配套设备设计、制造、销售、改装与维修；动力机电装备、智能装备、

电子信息、环境工程、新材料以及其它民用和工业用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

其销售、维修、服务、投资；组织子企业开展核动力及涉核装备、新能源、医疗

健康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其销售、维修、服务、投资；组织子企业开展金

融、证券、保险、租赁等生产性现代服务业；船用技术、设备转化为其它领域技

术、设备的技术开发；工程勘察设计、承包、施工、设备安装、监理；资本投资、

经营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物流与物资贸易；物业

管理；进出口业务；国际工程承包。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志忠 

注册资本：1599617.0752 万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09 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各种船舶、海洋工程及其配套设备的开发、设计、

建造、修理、改装、销售；各类机电设备、压力容器、玻璃钢制品、金属结构件

及其配件的设计、制造、安装、销售；钢材、木材的加工、销售；工程项目的科

研论证、技术咨询；专利、非专利技术及其他工业产权的转让、许可使用和技术

服务；承包境外船舶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

料出口以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的对外派遣、输出；对外产业投资和引进

技术、经济信息咨询、提供劳务；设备、设施、场地租赁；汽车大修；危险货物

运输、普通货运、大件运输、搬运装卸、道路运输、土石方运输；工程项目管理、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 1 号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企业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德芳 

注册资本：282283.515951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04 月 19 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船舶制造、出口企业自产的船舶及配件、金属结

构、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设备、仪器仪表、零配

件、金属结构件制造、安装、轧钢、技术开发、咨询、修船；装卸搬运；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

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二类汽车大中型货车维修；宾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汽车租赁；办公服务。 

住所：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锦葫路 132 号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企业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顾浩 

注册资本：7998 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研究电子信息系统技术、促进船舶工业发展、电子信息系

统研制、控制系统研制与集成、无人装备研制、抗恶劣环境计算机与网络系统研

制、机电一体化系统研制等。 

住所： 江苏省连云港圣湖路 18 号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企业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七 0 三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林枫 

成立日期：1991 年 9 月 22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从事机电、石油、环保工程、自动控制及微机工程、压力

容器的技术服务，设备研制，备件国产化，节能设备等高科技产品的产销，船舶、

电力工程（乙级）。 

住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洪湖路 35 号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企业 

 

上海德瑞斯华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Cornelis Andreus Mol 

注册资本： 1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 年 03 月 03 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从事舱口盖、滚装设备及附件的设计、生产、安

装，销售自产产品及提供售后服务；从事锚绞机及附件的设计、批发、进出口、

佣金管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住    所：上海市杨浦区周家嘴路 3255 号 17 楼 



履约能力：履约及支付能力良好，无坏帐可能 

关联关系：公司关联企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鉴于中船集团和中船重工已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实施联合重组，新设中国

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集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

职责，中船集团、中国重工整体划入中国船舶集团。因此，公司与中船重工为“受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关系，故而中船重工及其下属子公司成为关联方，

与公司自 2019 年 10 月 25 日起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如下： 

（一）关联交易事项的主要内容 

1、由本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产品、资产租赁和劳务等： 

（1）船舶配套件的制造和加工，包括上层建筑、轴舵系、机舱单元、舱口

盖、铁舾件等。 

（2）国家高新工程配套项目的制造加工。 

（3）成套机械设备的制造加工。 

（4）钢结构的制造加工，包括但不限于钢铁构筑物和船舶分段等。 

（5）劳务和设计及加工等服务。 

（6）项目勘察、设计、工程总承包及工程管理。 

（7）资产租赁。 

2、由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为本公司提供物资和劳务等： 

（1）提供机电设备、劳务分包、金属物资等。 

（2）劳务和设计及加工等服务。受劳动力、加工能力、设计能力和时间等

限制，本公司需要实际控制人及下属的船厂、设计院及其他配套企业提供劳务、

咨询、培训、加工、设计等服务。 

3、由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主要指在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存款和借款。 

4、由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物资采购代理服务 

物资采购代理，是由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在采购进口物资时因采购数

量巨大而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且可保证交货时间相对及时。 



 

（二）关联交易事项的定价原则、具体定价方式 

1、关联交易事项的定价原则 

该等交易应在本公司正常日常业务中、按公平的原则以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若没有或没有足够的其它交易作为比较，则按对本公司不会比独立第三者提供

或享有（视适用者而定）之条件逊色的条款进行），该等交易对本公司股东而言

应为公平合理。 

2、关联交易事项具体定价方法 

Ⅰ、由本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物资和劳务等： 

（1）船舶配套件的制造和加工，按市场价； 

（2）国家高新工程配套项目的制造加工，按成本加合理利润定价，价格不

会比独立第三者享有之条件逊色； 

（3）成套机械设备的制造加工，按市场价； 

（4）钢结构的制造加工，按市场价； 

（5）项目勘察、设计、工程总承包及工程管理，按市场价； 

（6）资产租赁，按市场价。 

Ⅱ、由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为本公司提供物资和劳务等： 

（1）提供机电设备、劳务分包、金属物资等，按市场价； 

（2）劳务和设计及加工服务，按市场价。 

Ⅲ、由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在关联方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利率标准；向关联方借

款按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标准；该等利率应不会比独立第三者享

有之条件逊色。 

Ⅳ、由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物资采购代理服务： 

物资采购代理费，按国际惯例一般为不高于合同额的 2%。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业务实际的发展，实际控制人及相关企业的相关产品系公司持续稳

定的产品之一，这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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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对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发表了一

致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经查阅资料，公司实际控制

人及相关企业的相关产品系公司持续稳定的产品之一，其主要业务不仅涉及船舶

业务，还包含金融、军工、设计科研等多领域业务。我们认为《中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中，公司对关联交易及额度的预计认真、客观，公

司亦能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独立

决策，且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的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均已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程序依法合规。 

 

六、被查文件 

（一）《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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