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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0    证券简称：祁连山  公告编号：2022-006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联人回避事宜：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涉及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审议

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脱利成、傅金光、刘继彬、蔡军恒、李生钰、杨虎

回避了表决。 

3．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2年度与公

司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

定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交易不会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

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预计 2022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

易合同金额总计约 190,00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2021年度预计金额（万元） 

向关联方购买设备、配件、材料、水

泥、熟料等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及其他关联人 
73000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及其他关联人 
110000 

向关联方销售水泥、熟料等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及其他关联人 
7000 

合计  19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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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集团”）为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中

材集团有限公司重组而成，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

理的中央企业。注册资本 61.91亿元，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

路 17号国海广场 2号楼（B座），法定代表人：周育先。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及其相关配套原辅材料的生产制造及生产技术、装备的研究

开发销售；新型建筑材料体系成套房屋的设计、销售、施工；装饰材

料的销售；房屋工程的设计、施工；仓储；建筑材料及相关领域的投

资、资产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会展服务；

矿产品的加工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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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股份”）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由两家 H股上市公司原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原中国中材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5月重组而成，是大型建材央企中建材集团

（2021年位于世界 500强第 177位）最核心的产业平台和旗舰上市

公司。 

公司总资产 4,875亿元，水泥、商混、石膏板、玻璃纤维、风电

叶片、水泥玻璃工程技术服务等 7项业务规模居世界第一，高性能碳

纤维、锂电池隔膜、超特高压电瓷等多项新材料业务国内领先，旗下

拥有 7家 A股上市公司，员工总数超过 15万。 

中建材股份直接持有本公司 13.24%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11.80%股权。合计持有公司 25.04%的股权，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其他主要关联方情况  

其他主要关联方主要是中建材集团、中建材股份所属企业和持有

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10%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主要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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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机电备件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常熟中材装备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河南中材环保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上饶中材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溧阳中材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四川总队 集团兄弟公司 

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成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天津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天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天津椿本输送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徐州中材装备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淄博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常熟中材装备环保输送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扬州中材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唐山中材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天津天安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国际环境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溧阳中材环保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南京中材环保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天津）粉体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兄弟公司 

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兄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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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建材天水地质工程勘察院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天津仕敏工程建设监理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南京凯盛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上海新建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郑州瑞泰耐火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中建材（合肥）粉体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中建材（合肥）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合肥中亚建材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肥西节能设备厂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甘肃黑河水电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的少数股东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的少数股东 

夏河安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的少数股东 

西藏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少数股东 

文县玉丰水泥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少数股东 

广州中材矿业有限公司 集团兄弟公司 

合肥金山科技实业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赛马物联科技（宁夏）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武汉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集团兄弟公司 

中材（天津）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成都中广兴华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汉江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国非金属材料南京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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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甘肃总队 集团兄弟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青海总队 集团兄弟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建设西安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中国中材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中建材大宗物联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中建材资源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中国新型建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预计与中建材集团、中建材股份及其下属公

司和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其采购水泥生产线及余热

发电站所用的设备、备件等，因水泥生产线建设及余热发电需要接受

关联方提供的工程设计、矿山开采设计等技术服务，向关联方购买及

销售水泥、熟料等。  

中建材集团、中建材股份及其下属公司在水泥装备制造、机电设

备加工制造、设备成套、技术咨询服务、备品备件供应矿山勘查、地

质勘查、工程勘察施工、水泥工厂的工程设计、技术服务、工程总承

包等方面的能力均位列同行业前列。上述关联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

力。 

四、交易定价政策 

（一）向关联方采购生产线及余热发电所需设备、备件等是按照

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的方式，或根据关联方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的价

格为依据确定。 

（二）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工程设计、矿山开采设计、矿山储量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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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质勘查、安全评价、标准化评审等技术服务，是根据政府部门

出具的行业标准指导价为依据确定。公司将根据以上定价政策要求具

体的关联交易主体提供单项关联交易的定价说明，并履行公司内部审

批程序。 

（三）向关联方购买水泥熟料等，是参考市场价格谈判确定。 

（四）向关联方销售水泥熟料等，是按照销售给非关联第三方的

价格为依据确定。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3月 16日召开九届七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6名关联董事脱利成、

傅金光、刘继彬、蔡军恒、李生钰和杨虎全部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均发表了意见。本议案还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对公司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阅，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202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

易合同金额总计约 190,000.00 万元。 

我们认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是基于各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

的原则，上述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在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脱利成、傅金光、

刘继彬、蔡军恒、李生钰、杨虎回避了表决。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

核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没有损害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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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2年预计与公司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是

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自愿、平等、

诚信的原则，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

司利益。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建设发展的需要，决策

程序合规，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况。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预计 2022年度与公司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

是基于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自愿、平

等、诚信的原则，上述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

响。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有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二二年三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