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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18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17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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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额及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公司与控股股东新兴际华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际华集团”)及其控股公司之间，预计2020年日常经营关联交

易总额为38,076万元。 

经审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22,522万

元，比2020年度预计金额38,076万元减少15,554万元，减少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总额的0.9%。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交易类别 预计交易额 
实际 

交易额 

比预计增减

（±） 

增减额占 2020

年公司净资产比

例（%） 

采购货物/接受劳务 12,488 5,578 -6,910 0.40 

销售货物/提供劳务 21,360 13,472 -7,888 0.46 

出租收入 31 332 301 0.02 

租赁费 4,197 3,140 -1,057 0.06 

合计 38,076 22,522 -15,554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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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有以下六种类型：（1）采购货物；（2）接受劳务；（3）销售

货物；（4）提供劳务；（5）出租收入；（6）租赁费。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业务均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货物购销、提供

与接受劳务关联交易业务采用市场价；出租收入和租赁费业务采用协议价，以上关联

交易均在业务发生之前签定合同或协议。 

本期关联交易主要集中在橡胶配件、装具、面料、服装、鞋靴、辅料等产品的采

购和销售。 

 
2020年度采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2020 年度预计总

额 

2020 年实际发

生额 
增减额（±） 

增减额占 2020年

公司净资产比例

（%） 

采购货物/

接受劳务 

小计 12,488 5,578 -6,910 0.40 

纸箱子及其他等 4,278 2,702 -1,576 0.09 

棉布、平纹布等 2,200 928 -1,272 0.07 

服装、辅料等 200 796 596 0.03 

铬矿等 5,000 1,028 -3,972 0.23 

加工等劳务 810 124 -686 0.04 

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 

小计 21,360 13,472 -7,888 0.46 

其中：棉布 50 177 127 0.01 

服装 1,310 1,512 202 0.01 

鞋靴 4,235 2,866 -1,369 0.08 

橡胶配件 13,190 8,483 -4,707 0.27 

帐篷、装具 575 163 -412 0.02 

铬矿等 2,000   -2,000 0.12 

加工等劳务   271 271 0.02 

 

2020 年资金拆借关联交易情况表 

金额单位：元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支付的利息 

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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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5,700,000.00 2016 年 8 月 22 日 2020 年 3 月 30 日 65,223.83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2,188,300.00 2019 年 2 月 26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33,121.58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9 年 1 月 19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04,166.67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19 年 2 月 7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608,333.33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9 年 2 月 14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04,166.67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9 年 4 月 15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04,166.67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9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04,166.67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3,969,300.00 2018 年 10 月 26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41,465.75  

咸阳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500,045.34 2015 年 4 月 1 日 无明确日期 210,002.76  

 

二、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根据2021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

金额为33,854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交易内容或产品

分类 
关联人 

预计

2021年

交易金

额 

占最近

一期经

审计净

资产的

比例

（%） 

2020 年

交易金

额 

采购货物/

接受劳务 

辅料等 汉川际华三五零九置业有限公司 70 0.00 57 

服装等 际华军研（北京）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800 0.05 739 

装具等 辽宁际华三五二三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20 0.00 20 

布料、浆料、生

产用电等 
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1,000 0.06 928 

纸箱等 石家庄际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 0.01 2,637 

铬矿等 新兴际华（北京）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 - 1,028 

农产品等 新兴际华伊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1 

照明灯、头灯、

应急救援作战包

等 

新兴际华应急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44 0.00 44 

加工等劳务 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15 0.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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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等劳务 石家庄际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 0.00 3 

加工等劳务 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 31 

加工等劳务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28 0.00 30 

加工等劳务 新兴职业装备生产技术研究所 18 0.00 49 

加工等劳务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10 0.00 - 

小计 2,221 0.13 5,578 

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 

服装等 北京凯正生物工程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 0.00 2 

棉布等 北京三五零一服装厂有限公司 2 0.00 2 

腰带等 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 20 0.00 13 

装具等 财富嘉苑（天津）置业有限公司 2 0.00 2 

服装、滤袋等 广东新兴铸管有限公司 77 0.00 41 

服装等 贵州际华三五三五商贸有限公司 14 0.00 14 

装具等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29 0.00 29 

装具等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32 0.00 32 

胶圈等 河北新兴铸管有限公司 5 0.00 23 

鞋靴等 湖北新兴全力机械有限公司 22 0.00 22 

服装、徽章等 黄石新兴管业有限公司 200 0.01 139 

鞋靴等 际华军研（北京）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1 0.00 1 

胶圈等 聚联智汇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0.87 8,362 

服装、装具等 辽宁际华三五二三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3,500 0.20 1,201 

腰带等 南京爱跃户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10 0.00 1 

腰带等 南京三五〇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 0.00 1 

服装等 山西新光华铸管有限公司 50 0.00 19 

鞋靴服装帐篷装

具棉布等 
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226 0.01 182 

热泵等 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2 0.00 2 

衬布、棉纱等 石家庄际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5 0.01 156 

棉布等 石家庄联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0.00 1 

胶圈等 桃江新兴管件有限责任公司 45 0.00 38 

服装等 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 3 0.00 - 

服装等 天津移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 0.00 1 

鞋靴、服装、滤

袋等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600 0.03 498 

棉布等 新兴发展（芜湖）有限公司 1 0.00 1 

装具等 新兴河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 0.00 5 

装具、鞋靴等 新兴际华（岳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 0.00 3 

服装、过滤网、

鞋靴等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50 0.00 44 

装具等 新兴际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 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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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等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6 0.00 6 

棉布等 新兴际华伊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 0.00 3 

装具等 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71 0.00 71 

装具等 新兴际华应急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1 0.00 1 

服装、鞋靴等 新兴燃气（天津）有限公司 26 0.00 26 

装具等 新兴移山（天津）重工有限公司 2 0.00 2 

服装等 新兴应急安全谷（肇庆）有限公司 7 0.00 7 

鞋靴等 新兴职业装备生产技术研究所 2 0.00 2 

棉布等 新兴重工湖北三六一一机械有限公司 2 0.00 2 

棉布、装具等 新兴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0 0.00 10 

服装等 新兴铸管（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 0.00 6 

棉布等 新兴铸管（上海）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2 0.00 2 

鞋靴等 新兴铸管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5 0.00 3 

服装、鞋靴、胶

圈等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6,000 0.35 2,158 

胶圈等 新兴铸管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80 0.00 60 

装具等 新兴铸管集团邯郸新材料有限公司 10 0.00 - 

服装等 中钢集团滨海实业有限公司 2 0.00 - 

服装等 中铸新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 0.00 6 

服装等 际华三五二三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37 0.00 - 

加工等劳务 汉川际华三五零九置业有限公司 50 0.00 18 

加工等劳务 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1 0.00 5 

加工等劳务 石家庄际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1 0.00 22 

加工等劳务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226 0.01 226 

小计 26,681 1.55 13,472 

租赁费用 

房屋 北京三五零一服装厂有限公司 2,500 0.15 1,907 

房屋 贵州际华三五三五商贸有限公司 20 0.00 23 

房屋、土地 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15 0.00 20 

房屋、土地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852 0.05 455 

房屋、土地 咸阳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7 0.00 57 

房屋、土地 石家庄际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8 0.00 59 

房屋 南京际华五三零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4 0.00 18 

房屋 南京爱跃户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1,000 0.06 500 

房屋 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6 0.01 101 

小计 4,632 0.27 3,140 

出租收入 

房屋 南京三五〇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5 0.00 26 

房屋 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29 0.00 29 

房屋 天津双鹿大厦有限公司 255 0.01 255 

房屋 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 0.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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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320 0.02 332 

三、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2）法定代表人：张雅林 

（3）注册资本：518,73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楼62层、63层。 

（5）经营范围：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所需的

劳务人员。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开展有关投资业务；对所投资公司和

直属企业资产的经营管理；球墨铸铁管、钢塑复合管、管件及配件产品、铸造产品、

钢铁制品、矿产品、工程机械、油料器材、水暖器材、纺织服装、制革制鞋、橡胶制

品的生产、销售；货物仓储；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管理咨询；承

揽境内外冶金、铸造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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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2、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2）法定代表人：张同波 

（3）注册资本：399,088.0176万元 

（4）住所：武安市上洛阳村北。 

（5）经营范围：离心球墨铸铁管、灰铁排水管、新型复合管材及配套管件；铸

造及机械设备及相关产品、焦炭及其副产品粗苯、焦油、农用化肥硫铵、氧气制备及

其副产品氩气、氮气的生产、销售（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08月30日）；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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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冶炼及压延加工；钢铁、铸管生产过程的副产品及相关辅助材料的销售；与上述业

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工程设计、工程建设承包（凭资质证书经营）；受托

代收电费服务；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原材料（铁矿石、铁精粉、烧结矿、球团矿、焦炭、焦粉、

焦粒）、合金料、钢材、煤炭的销售；货物道路运输（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

定的范围在有效期内开展经营活动）；金属结构件、金属制品的制造、销售及进出口

业务；钢结构工程；不锈钢管材、管件及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阀门、轴

承、机电设备、电线、电缆、钢管、铸铁件、铸钢件、锻件、建材、五金电料、橡塑

制品销售；硫酸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3月7日）；气体充装服

务；柴油销售（闪点等于或低于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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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广东新兴铸管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安强 

（3）注册资本：65,000.00万元 

（4）住所：阳春市春城街道南新大道113号。 

（5）经营范围：生产：离心球墨铸铁管、管件、铸件、钢铁压延产品、生铁；

销售：钢材、钢铁压延产品及生铁、铸管、管件和铸件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副产品及

辅助材料；货物进出口；石灰石、建筑装饰用石的开采、生产、加工及销售；与上述

业务相关的原材料（铁矿石、铁精粉、烧结矿、球团矿、焦炭、焦粉、焦粒、石灰石、

白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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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4、河北新兴铸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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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孙弘 

（3）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 

（4）住所：河北省武安市上洛阳村北。 

（5）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可延性铸铁管产品.管件及生产设备；与上述业务相关

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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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5、黄石新兴管业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法定代表人：王峰 

（3）注册资本：31,096.06万元 

（4）住所：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新下陆街169号。 

（5）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及销售各种类型的球墨铁铸管、管件、排水管及其

它铸造产品；为自行生产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技术支持及其他客户服务；批发零售

境内采购的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管道施工(不含压力管道)；普通货运；在港口区域外从事货物搬运装

卸服务、仓储服务；金属结构件加工及制作；再生资源回收及销售（不含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热力、煤气生产和供应；自来水

供应。（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6、山西新光华铸管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贺新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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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4）住所：山西文水经济开发区东庄产业园。 

（5）经营范围：离心球墨铸铁管、灰铁排水管、新型复合管材及配套管件、机

械设备的生产及销售；铸造；钢铁冶炼及压延加工；钢铁、铸管生产过程的副产品（水

渣、废耐火料、废耐火砖、除尘灰、废制芯砂）及相关辅助材料的销售；与上述业务

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原材料（铁矿石、铁精粉、烧结矿、球团矿、

焦炭、焦粉、焦粒）、生铁、合金料（不含危化品）、钢材、煤炭的销售；金属结构件、

金属制品的制造、销售；建设工程：钢结结构工程；电力生产及销售；热力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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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7、四川省川建管道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唐宇 

（3）注册资本：11,118.00万元 

（4）住所：崇州市元通镇禹王村16组 

（5）经营范围：开发、制造、销售球墨铸铁管、管件、排水管及其他铸造产品；

新型复合管材及配套管件的生产、销售；机械零部件加工；钢格板、护栏生产、销售；

钢构件加工、销售；废旧金属回收、加工；水泥制品、锻件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其他无需许

可和审批的合法项目企业自主经营。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8、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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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代表人：刘涛 

（3）注册资本：45000.00万元 

（4）住所：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春洲路2号 

（5）经营范围：离心球墨铸铁管、钢铁冶炼及压延加工、铸造制品、煤化产品、

焦炭、燃气、液氧、液氮、液氩的生产与销售（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冶金设备、炉料、钢铁制品、五金建材、耐火材料、煤炭销售。电站锅炉备件

制造产品或吊杆、结构件。销售矿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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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9、桃江新兴管件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符坚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镇桃花西路108号 

（5）经营范围：球球铁管件及其它装备、铸造制品设计、生产、销售；生铁、

钢材、铁合金、铸造辅助材料的销售；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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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0、新兴河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李军 

（3）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4）住所：邯郸经济开发区世纪大街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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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加工与制作、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与销售、工业自

动化控制系统装置的制造与销售、家用采暖炉具、电热及电蓄热采暖设备的制造及销

售（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工程设计、工程管理、工程施工、开车服务、工程总承

包、工程项目管理；建设项目环境评估业务（按资质证核准范围从事经营）；设备供

货和采购服务；境内外冶金、机械、建筑行业技术咨询；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

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外）；钢材、建筑材料（不含木材）、金属材料及制品（不含稀有

贵重金属）、冶金设备、环保设备、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水利水电设备、农用机械

的销售；货物仓储；高效节能技术与装备、太阳能利用、光伏发电技术与装备研究、

技术开发。（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

营）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1、新兴铸管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石章志 

（3）注册资本：178989.78万元 

（4）住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产业园阜东一区百盛路29号 

（5）经营范围：矿业、能源投资；销售:矿产品、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五金

机电、木材制品、煤炭、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汽车配件、石油制品

（危险品除外）、农畜产品、日用品、化肥、办公用品;矿业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

租赁；国内一般贸易；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离心球墨铸铁管生产、销售；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普通货物仓储；食品销售；废钢收购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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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2、新兴铸管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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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叶茂林 

（3）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楼50层04号 

（5）经营范围：销售球墨铸铁管及配件、建筑材料、金属矿石、五金交电、金

属材料、金属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品、医疗器械II类；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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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3、新兴铸管集团邯郸新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李生 

（3）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4）住所：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石化街4号 

（5）经营范围：金属结构件、金属制品、钢格板、栏杆、管件、塑料制品、橡

胶制品、热镀锌件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不锈钢管件、管件及配件的研发、生

产、销售、安装；物业服务、房屋修缮；制冷设备安装与销售；花卉种植、租赁与销

售；日用百货、电子产品、五金产品、建材的销售；系统内部水、空压风、蒸汽、水

暖的销售；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水暖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管道工程；电子设备安

装及技术服务；代收电费、水费、电话费服务；场地租赁；外墙清洗；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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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4、新兴铸管新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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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尹金山 

（3）注册资本：200000.00万元 

（4）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伊宁路405号E2栋--1601号房 

（5）经营范围：工业、矿业、商业投资；进出口贸易；矿产品、建筑材料、耐

火材料、冶金辅助材料生产；轻工产品生产、销售；机械加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技术及管理咨询服务；物流仓储；矿产品加工、销售；焦炭、焦油、离心球墨铸铁管、

新兴复合管材及建材的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预包装食品的销售；房地产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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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参股的法人。 

15、新兴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赵柱 

（3）注册资本：703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5区6号楼 

（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矿山成套设备、工程机械设备的生产和销售；钢铁

冶炼和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制品、矿产实业投资；矿山成套设备、工程机械设备的生

产和销售；钢铁冶炼和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制品、矿产品、锻压制品、给排水及燃气

管道配件、大型铸件及其它铸造制品、汽车改装、特种改装车的技术开发、生产和销

售；进出口业务；招标代理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设计、技术服务、技术管理、技

术咨询、投资咨询与管理。（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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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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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刘冰 

（3）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新村一里15号 

（5）经营范围：汽车改装制造；制造金属油罐、一二类压力容器、营房用具、

汽车配件、金属结构、金属门窗、油罐配件、加油机、油泵及配件；金属零件机械加

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汽车低级维护；汽车小

修；摩托车修理；仓储服务；装卸劳务服务；铁路整车货物到发、仓储及装卸；项目

投资；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办公用房；热力供应

（仅限天然气）；会议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

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销售本厂生产的汽车、金属结构、金属门窗、油罐配件、加油机、

油泵及配件；金属零件机械；购销金属材料、机械电器设备、电子元器件、汽车（不

含小轿车）、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百货、针织纺品、家具、土产品、日用电器、

日用电子器具；销售耐火材料、矿产品、石油钻采设备、金属矿石；研发、生产（限

外埠）、销售：炉具、电热采暖器具、太阳能聚光灶、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路灯、

太阳能光伏产品、玻璃钢纤维增强塑料制品、玻璃钢船艇、S/F双层罐及上述产品相

关科技服务；销售医疗器械Ⅱ类；销售包装食品、食用油、零售粮食、烟、医疗器械

Ⅲ类；室内外装饰，汽车、消防器材、机械设备、专用设备、润滑油的销售和生产润

滑油（限外埠从事生产活动）；技术检测；计算机系统集成；餐饮服务；住宿。（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餐饮服务、住宿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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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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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7、新兴重工湖北三六一一机械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邵京城 

（3）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 

（4）住所：湖北省襄阳市人民西路168号 

（5）经营范围：应急装备、油料器材（不含危险品）、消防装备、消防器材、汽

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电一体化产品、

通用零部件、电器机械及器材的设计、生产及销售；矿产资源的开发；汽车改装；货

物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汽车、工程机械、发动机、五金工

具、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消防车、润滑油、润滑脂销售；物流

服务（不含道路运输）；小型机械设备制造；厂房、普通机械设备租赁；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经营并未设定相关许可的，企业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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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8、天津移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蒋智金 

（3）注册资本：10354.50万元 

（4）住所：天津市河北区新开河街南口路28号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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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用机

械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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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制造；农业机械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智能

机器人的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特殊作业机器

人制造；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集装箱制造；集装箱销售；

家具制造；家具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汽车租赁；金属矿石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润滑油销售 ；体育用品制造；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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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9、新兴应急安全谷（肇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陈志军 

（3）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4）住所：肇庆市鼎湖区新城39区坑口氧吧茗轩花园餐饮部2楼201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应急救援装备研发、制造、销售、租赁、检测；应

急救援培训、演练、展览；应急救援技术开发、服务、咨询；物业管理；国内贸易代

理；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软件销售；软件开发；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酒店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游乐

园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平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餐饮服务；住宿服务；电影放映；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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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0、新兴重工（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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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代表人：王斌 

（3）注册资本：1470.00万元 

（4）住所：天津市河北区水产前街28号（华闻商务园B2-174室） 

（5）经营范围：机械设备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仓储（危险品除外）；货运代理；

工程承包；工程设计；建筑安装；设备安装、调试；设备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铁矿石、金属材料及制品、建筑材料、润滑油、汽车及零部件（小轿车除外）、食用

农产品：粮食、木材、化肥、纺织品、五金、交电、焦炭、化工（危险品、易制毒品

除外）、涂料（危险品除外）、橡胶制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批发兼零售；

天然气销售；以下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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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1、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2）法定代表人：张得让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五区6号楼3至4层全部 

（5）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经营；物业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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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2、贵州际华三五三五商贸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蔡天和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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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住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北路88号 

（5）经营范围：销售：服装鞋帽、日用百货、五金、化工产品（除专项）、矿产

品（除专项）、装饰建筑材料（危化品除外）；房屋租赁；资产管理；非金融性项目投

资。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3、汉川际华三五零九置业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沈中勇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汉川市马口镇纺织路16号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资产经营、项目投资（国家限制或禁止的

除外）；自有房屋销售及租赁；物业服务、保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化

品、易燃易爆品）；凭资质从事普通机械修理及加工（不含汽车、特种设备以及国家

专项审批的项目）；餐饮服务（食堂）、凭有效许可审批从事澡堂服务；瓶装燃气（不

含充装活动）、日用百货、纺织品、针织品、纺织原辅料、服装服饰、五金交电、办

公用品、化妆品、建材（不含危化品）、家用电器销售；包装材料加工销售、其他印

刷品印刷，棉絮加工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4、际华军研（北京）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崔征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71号 

（5）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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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零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汽车零配件、建筑

材料、金属材料、汽车、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消防器材、

日用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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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5、南京爱跃户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胡杰 

（3）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4）住所：南京市秦淮区中牌楼东100-1号  

（5）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发与零售；户外体育用品、服装、缝

纫制品、革皮制品、玻璃纤维、过滤材料、保温材料、鞋用材料、橡塑制品、五金制

品、钢材、装饰材料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

口腔医疗科、中医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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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6、南京三五〇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胡杰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79号 

（5）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资产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租赁；仓储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化工产品、纺织原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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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消防器材、中央空调设备、制冷设备、钢材、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金属材料、矿产品、水暖器材、陶瓷制品、卫生洁具、初级农产品、煤炭、

焦炭销售；医疗服务；养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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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7、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刘能军 

（3）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4）住所：上海市普陀区叶家宅路100号9幢503室 

（5）经营范围：货运代理，仓储（除专项），物流专业技术咨询，劳务服务（除

涉外除经纪），房屋租赁（受产权人委托）；销售有色金属（除专项）、金属材料、建

筑装潢材料、纺织品及原辅材料（除专项），针织品，服装鞋帽，劳防用品，化工原

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烟花爆竹），

通信器材（除卫星电视地面接受设施），煤炭，矿产品（除专项），汽配件，机电设备

及产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橡塑制品，日用百货；批发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

味、冷冻冷藏）；服装加工（限分支），附设住宿及餐饮分支；仓储、理货、普通货运、

零担货物联运（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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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8、石家庄际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吴宪平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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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微水镇南3502工厂  

（5）经营范围：资本投资服务。项目投资，房屋维修，房屋租赁，工程项目管

理，服装、建筑材料（木材除外）、纸制品、未经加工初级农产品的批发、零售，食

品、生鲜肉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包装装潢品印刷，箱板纸、瓦楞纸及服装辅料的加工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市政

工程、古建筑工程、环境工程的施工，建筑劳务分包，苗木种植、销售，园林绿化养

护服务，食品加工、销售，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果品、蔬菜的种植、

采摘、销售，农业观光，旅游开发，中草药种植，食用菌研发、种植、加工、销售，

农作物种植、农副食品加工、销售，养老服务，医疗器械销售、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住宿，餐饮服务，餐饮管理服务，中央厨房服务，餐饮配送服

务，其他居民服务业，其他未列明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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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9、咸阳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梁秦龙 

（3）注册资本：200.00万 

（4）住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咸红路 

（5）经营范围：资产经营管理（不含货币资产）、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化工原

料及产品的生产销售，装饰装修工程；纺织品、被服装具、鞋帽、帐篷、皮革、棉花、

五金、仪器仪表、建材的销售，货运代理、仓储（除专项），物流专业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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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0、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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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孙艳 

（3）注册资本：100.00万 

（4）住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路140号 

（5）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的投资；物业管理；纺织品、服装、鞋帽的加工、

销售；普通金属加工机械的加工；针纺织品、日用百货、日用杂品、家用电器、普通

机械设备、建筑装饰材料的批发零售；普通货运代理服务；房屋、场地、设备租赁；

钢材、有色金属、棉纱、纺织浆料、纺织化工原料及助剂、纺织机械配件、五金、加

油输油器材销售；普通机械维修；棉花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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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1、新兴际华（岳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周平 

（3）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4）住所：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北路71号 

（5）经营范围：从事物业管理、建筑施工，房屋租赁，橡胶、石油产品（不含

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包含危险化学品)、纺织品、劳保用品、日

用百货、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通讯设备及配件、汽车配件、建筑材料、政策允许的

农副产品、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办公设备、家具、电子产品(不含无线电管制器材)

的销售，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旅游信息咨询、票务代理、会议服务，住宿、

餐饮服务，提供劳务服务（不含对外劳务输出及劳务派遣），机构养老服务，健康医

疗产业项目的管理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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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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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新兴职业装备生产技术研究所 

（1）企业类型：非公司制独资企业 

（2）法定代表人：刘亦飞 

（3）注册资本：3053.50万元 

（4）住所：北京东城区禄米仓胡同71号院 

（5）经营范围：开展职业装备生产技术研究,促进科技发展。职业被装产品生产

技术研究职业被装产品技术标准研究职业被装产品研制职业被装产品质量检验特体

服装研制相关专业培训与技术服务。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3、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宋春利 

（3）注册资本：25000.00万人民币 

（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向军北里28号院1号楼9层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屋租赁；建筑工程施工；室内外装修装

潢；宾馆受托管理；物业管理：技术开发：劳务服务；铜冶炼、铜材加工、铜箔制造；

稀有金属提炼；建筑施工总承包；集散仓储；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有色金属、黑色

金属材料的销售；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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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4、北京三五零一服装厂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郭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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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资本：11000.00万人民币 

（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向军北里28号院1号楼3层301内3002 

（5）经营范围：制造加工服装；销售棉、麻、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

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摩托

车；劳务服务；计算机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

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

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租赁房屋；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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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5、大连新东昌置地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杨春明 

（3）注册资本：10000.00万人民币 

（4）住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南关岭路69号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经营）；项目投资及管理；矿产品、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以上均不含专项许可）投资咨

询；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房屋租赁；场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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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6、广东新兴发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贾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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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4）住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简平路天安数码城2期1503 

（5）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煤炭及制品批发；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金

属及金属矿批发；建材批发；普通货物道路运输；集装箱道路运输；其他道路运输辅

助活动；多式联运；货物运输代理；其他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通用仓储；互联网

生产服务平台（互联网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平台除外）；有色金属资源投资；国内商

业及物资供销业（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场地出租；仓储管理服务（危险品除外）；

国际货运代理；持有效审批证件从事普通货运经营、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运输

代理服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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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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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7、新兴发展江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何兵 

（3）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4）住所：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598号 

（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项目管理，建筑工程施工，室内外装修装潢，

自有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钢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金

属材料、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化工产品、纺织原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机

械设备、电子元器件、消防器材、中央空调设备、水暖器材、陶瓷制品、卫生洁具、

初级农产品的销售，境内劳务派遣。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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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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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新兴铸管（上海）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陈东强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500号6幢304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销售金属材料，钢材，矿产品，金银饰品，木材，

饲料，食用农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电线电缆，

冶金炉料，煤炭经营，纸浆，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化工产品批发（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

类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道路搬运装卸，普通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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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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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9、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2）法定代表人：陈东强 

（3）注册资本：12500.00万元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新登新区平山路60号    

（5）经营范围：无氧铜杆、铜材加工；建筑材料、矿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新能源、天然气加气（油）站及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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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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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40、新兴际华（北京）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刘晓东 

（3）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平安路5号4幢DY182 

（5）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培训；销售钢材、金属材料、矿产品、

建筑材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生铁、日用品、计算机软硬件、废钢、焦炭、煤炭

（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炭的交易、储运活动）；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货物

进出口；经济信息咨询；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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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41、新兴际华伊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2）法定代表人：杨正茂 

（3）注册资本：20,950.00万元 

（4）住所：新疆伊犁州伊宁市313线以西5号地块环宇·香水湾西区B-5号楼 

（5）经营范围：农作物种植，经济林种植，苗木繁育，畜牧养殖，农林牧技术

的咨询与开发，预包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水果蔬菜、干果、蜂蜜、大米、农畜产品、

棉籽、日用百货、有色金属制品、薰衣草系列产品的销售，酒的生产与销售，生物有

机肥的生产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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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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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邢台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彭飞 

（3）注册资本：1,470.00万元 

（4）住所：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建业路3666号际华（邢台）产业园13#厂房1

层108房间。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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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参股的企业法人。。 

四、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公司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根据其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分析，向

上市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主要为与日常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提供和接受劳务、

出租和租赁业务等，所有交易均签订书面协议，交易价格皆按有偿、公平、自愿的原

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对于货物购销、提供与接受劳务

采用市价、租赁业务及托管费定价采用协议价。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业务特点和正常经营所需要的交易。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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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 

七、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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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累计发生

总金额》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向东、杨大军、史俊龙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同意该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并就该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交易方式和定价符

合市场规则，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我们同意该议案。 

（二）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核情况 

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发表了书面意见：2020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履行了合法程

序，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

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行为。2021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司2020年实际发

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合理预测，交易方式和定价符合市

场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自愿、诚信的原则，满足了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

影响，亦没有发现侵害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会议同意将关于《2020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发生额》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三）无须股东大会审议 

2021年度的采购货物、接受劳务、销售货物、提供劳务、出租收入以及租赁费等

六类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及预计累计总金额均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之“交易金额3000万元且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限额，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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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