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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18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2-006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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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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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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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控股公司之间发生的2021年度日常经

营关联交易总额为33,854万元。 

经审计，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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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17万

元，比2021年度预计金额33,854万元减少8,037万元，减少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总额的0.48%。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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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公司净资产比

例（%） 

采购货物/接受劳务 2,221 4,728 2,507 0.15  

销售货物/提供劳务 26,681 16,871 -9,810 0.58  

出租收入 320 245 -75 0.01  

租赁费 4,632 3,973 -659 0.04  

合计 33,854 25,817 -8,037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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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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棉布、布料、皮鞋、胶圈、装具等产品的采购和

销售。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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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预计总

额 

2021 年实际发

生额 
增减额（±） 

增减额占 2021年

公司净资产比例

（%） 

采购货物/

接受劳务 

小计 2,221 4,728 2,507 0.15 

辅料等 70 86 16 0.00 

服装等 800 3,421 2,621 0.16 

装具等 20  -20 0.00 

布料、浆料、生产用

电等 
1,000 646 -354 0.02 

纸箱等 201 60 -141 0.01 

照明灯、头灯、应急

救援作战包等 
44  -44 0.00 

皮鞋等  24 24 0.00 

加工等劳务 86 491 405 0.02 

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 

小计 26,681 16,871 -9,810 0.58 

其中：棉布等 206 266 60 0.00 

服装等 9,983 1,434 -8,549 0.51 

皮鞋等 859 173 -686 0.04 

腰带等 40   -40 0.00 

装具等 153 1,253 1,100 0.07 

胶圈等 15,130 6,930 -8,200 0.49 

热泵等 2 2  0.00 

加工等劳务 308 6,813 6,505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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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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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2,188,300.00 2019 年 2 月 26 日 2022 年 2 月 26 日 155,734.04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9 年 1 月 19 日 2022 年 1 月 19 日 355,833.31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19 年 2 月 7 日 2022 年 2 月 7 日 711,666.62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9 年 2 月 14 日 2022 年 2 月 14 日 355,833.31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9 年 4 月 15 日 2022 年 4 月 15 日 355,833.31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9 年 4 月 30 日 2022 年 4 月 30 日 355,833.31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3,969,300.00 2018 年 10 月 26 日 2022 年 10 月 26 日 281,0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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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际华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00,000,000.00 2021 年 8 月 31 日 2022 年 8 月 31 日 1,540,000.00  

二、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根据2022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

金额为41,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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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交易金额 

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2021 年交易金

额 

采购货

物/接受

劳务 

棉布、水电

费、装具等 
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1,185 0.07         494  

服装、纸箱

等 

石家庄际华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4,252 0.25      2,978  

鞋靴等 
秦皇岛际华三五四四鞋

业有限公司 
10 0.00           24  

包装辅料 
汉川际华三五零九置业

有限公司 
70 0.00           86  

服装等 
际华军研（北京）特种装

备科技有限公司 
1,000 0.06         503  

棉布等 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 - 0.00           67  



 4 

有限公司 

棉布等 
咸阳际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200 0.01           85  

加工等劳

务 

石家庄际华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 0.00           47  

加工等劳

务 

新兴职业装备生产技术

研究所 
5 0.00             7  

加工等劳

务 

新兴际华检验检测（北

京）有限公司 
3 0.00             5  

加工等劳

务 
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15 0.00             -  

加工等劳

务 

中铸新兴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1 0.00             -  

加工等劳

务 

秦皇岛际华三五四四鞋

业有限公司 
93 0.01            -  

加工等劳

务 

新兴际华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41 0.00         154  

加工等劳

务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257 0.02         257  

加工等劳

务 

咸阳际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21 0.00           21  

加工等劳

务 

新兴际华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3,000 0.18   

小计 10,153 0.60 4,728 

销售货

物/提供

劳务 

皮鞋等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 0.00 
             

-  

服装、皮鞋

等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1,498 0.09         493  

棉布、装

具、皮鞋、

水电费等 

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1,582 0.09         115  

服装、皮鞋

等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1 0.00           61  

水电费、纱

等 

石家庄际华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71 0.00           69  

皮鞋等 
新兴际华应急装备技术

有限公司 
14 0.00             9  

服装、装

具、皮鞋等 

新兴际华应急产业有限

公司 
978 0.06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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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皮鞋

等 

新兴铸管集团邯郸新材

料有限公司 
17 0.00             9  

服装等 
新兴际华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 0.00             -  

服装、滤

袋、皮鞋、

胶圈等 

广东新兴铸管有限公司 113 0.01           54  

服装等 
新兴际华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5 0.00             9  

服装等 
新兴铸管（上海）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2 0.00             2  

服装、皮鞋

等 
黄石新兴管业有限公司 124 0.01         125  

装具等 
南京三五〇三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 0.00             -  

服装等 
辽宁际华三五二三特种

装备有限公司 
- 0.00           39  

服装等 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 - 0.00             8  

服装、皮鞋

等 

新兴职业装备生产技术

研究所 
- 0.00             1  

缝纫线等 
贵州际华三五三五商贸

有限公司 
10 0.00             1  

布料等 
汉川际华三五零九置业

有限公司 
50 0.00           64  

滤袋、皮

鞋、服装等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

公司 
724 0.04         341  

皮鞋等 
际华军研（北京）特种装

备科技有限公司 
- 0.00             1  

皮鞋等 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0.00             1  

防护服、口

罩等 

新兴际华（岳阳）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1 0.00             1  

皮鞋等 
湖北新兴全力机械有限

公司 
13 0.00           41  

服装、皮鞋

等 

山西新光华铸管有限公

司 
49 0.00           77  

装具、皮鞋

等 
新兴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 0.00             6  

服装、胶圈

等 

新兴河北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15 0.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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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圈等 河北新兴铸管有限公司 10 0.00             1  

胶圈等 
桃江新兴管件有限责任

公司 
20 0.00             9  

服装等 
河南甾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 0.00             -  

胶圈等 
中钢集团滨海实业有限

公司 
5 0.00             3  

胶圈等 
聚联智汇水务科技有限

公司 
12,000 0.71      6,917  

装具、口罩

等 
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 4 0.00             3  

装具等 
新兴发展江苏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 0.00             1  

滤袋等 海南海药销售有限公司 5 0.00             8  

装具等 
新兴际华(兰州)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 
- 0.00           15  

装具等 
新兴移山(天津)重工有

限公司 
- 0.00             9  

装具等 
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

公司 
- 0.00             2  

装具等 
盐城开元医药化工有限

公司 
- 0.00             3  

热泵等 
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

限公司 
- 0.00             2  

装具等 
际华洁能（天津）环保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139 0.13      1,212  

棉布等 
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500 0.03         132  

服装等 
天津金汇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 
- 0.00             -  

服装等 
北京凯正生物工程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 0.00             -  

服装等 
新兴铸管阜康能源有限

公司 
40 0.00             -  

皮鞋、设备

等 

秦皇岛际华三五四四鞋

业有限公司 
462 0.03             -  

加工等劳

务 
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 0.00             1  

加工等劳

务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2,000 0.12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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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等劳

务 

新兴际华检验检测（北

京）有限公司 
4 0.00             -  

加工等劳

务 

新兴移山(天津)重工有

限公司 
- 0.00           13  

加工等劳

务 

新兴际华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1,608 0.10         536  

加工等劳

务 

际华五三零三服装有限

公司 
94 0.01         102  

加工等劳

务 

秦皇岛际华三五四四鞋

业有限公司 
276 0.02         299  

加工等劳

务 

武汉际华园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 
1,534 0.09      1,663  

加工等劳

务 

广东际华园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541 0.03         890  

加工等劳

务 

际华集团江苏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953 0.06      1,944  

小计 27,463 1.63 16,871 

租赁费

用 

房屋 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20 0.00           20  

房屋 
北京三五零一服装厂有

限公司 
1,809 0.11      1,799  

房屋 
贵州际华三五三五商贸

有限公司 
10 0.00           20  

房屋 
南京爱跃户外用品有限

责任公司 
998 0.06         944  

房屋 
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106 0.01         105  

房屋 
南京际华五三零二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25 0.00           52  

房屋、土地 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941 0.06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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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0.00           59  

小计 4,030 0.24 3,973 

出租收

入 

房屋 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 0.00           29  

房屋 
南京三五〇三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26 0.00           26  

房屋 天津双鹿大厦有限公司 190 0.01         190  

小计 216 0.01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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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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世瑞 

（3）注册资本：568,7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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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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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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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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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联智汇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赵志诚 

（3）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9号院5号楼23层2305 

（5）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工程设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经济贸易咨询；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销售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电子产品、五金交电

（不含电动自行车）。（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

服务、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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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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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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河北新兴铸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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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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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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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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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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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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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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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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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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 

（3）注册资本：45,000.00万元 

（4）住所：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春洲路2号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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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黑色金属铸造；钢、

铁冶炼；钢压延加工；炼焦；金属结构制造；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

属矿及制品销售；耐火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矿石销售；进出口代理；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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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万元 

（4）住所：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经济开发区S230路与长港洲路交汇处 

（5）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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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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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利 

（3）注册资本：178,989.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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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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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代表人：李生 

（3）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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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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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文虎 

（3）注册资本：1203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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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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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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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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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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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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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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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南京际华五三零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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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浦珠中路210号 

（5）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咨询；服装、鞋帽研发、技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实业投资；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钢材、建材、纺织面料、五金交电、机械设备、装饰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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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天津双鹿大厦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李玉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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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资本：6,671.9万元 

（4）住所：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三马路165号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生活美容服务；理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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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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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健身休闲活

动；打字复印；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工艺美

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杂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洗染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

餐饮管理；物业管理；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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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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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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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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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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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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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代表人：沈中勇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汉川市马口镇纺织路16号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餐饮服务；洗浴服务；燃气经营；

印刷品装订服务；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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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柜台、摊位出租；房屋拆迁

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物业管理；专业保

洁、清洗、消毒服务；家政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日用百货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辅料销售；服装服饰零售；五金产品零售；

办公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包

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生产；棉花加工；

棉、麻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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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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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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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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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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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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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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 

（3）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4）住所：南京市秦淮区大光路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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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建筑物清洁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会议及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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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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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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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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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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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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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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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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万元 

（4）住所：上海市普陀区叶家宅路100号9幢503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

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通信设备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电

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

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制造（限分支）；餐饮服务（限分支）；住宿服务（限

分支）；港口理货（限分支）；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限分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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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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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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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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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代表人：吴宪平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与苑东街交口东胜紫御公园广场写

字楼B座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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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砂、河卵石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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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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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治疗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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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家教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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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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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住房租赁；物业管理；针纺织品销售；棉、麻销售；鞋帽批发；服装服饰批发；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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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销售；皮革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仪器仪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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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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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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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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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新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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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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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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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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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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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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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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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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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得让 

（3）注册资本：25,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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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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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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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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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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注册资本：11,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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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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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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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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新兴际华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左亚涛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向军北里28号院1号楼2层 

（5）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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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

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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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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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际华应急产业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 巩国平 

（3）注册资本：2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五区6号楼9层901 

（5）经营范围：电影放映；出版物零售；道路货物运输；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

应急救援装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检测；

健康管理（需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广告；城市园林绿化设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销售清洁用品、应急救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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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安全设备、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服装、鞋靴、通讯设备、仪器仪

表、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会议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机械设备租赁；货运代理。（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道路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道路

货物运输、电影放映、电影放映、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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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新兴际华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闫兴民 

（3）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大兴区广茂大街44号院2号楼一层 

（5）经营范围：收购、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

产管理公司以外的金融企业直接处置的不良资产除外）；资产管理；技术开发、咨询、

交流、转让、推广、服务；物业管理；体育场馆经营；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

酒店管理；餐饮管理；承办展览展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包装装潢设计

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居家养老服务；公共关系服务；销售日用品、建

筑材料；加工建筑材料（限在外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劳务分包；房地产开发经营；

建设工程设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施工

专业作业。（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建

设工程设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施工专

业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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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从事国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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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际华洁能（天津）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陈坤 

（3）注册资本：1,000万元 

（4）住所：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安福道3号15号楼 

（5）经营范围：节能环保技术及产品、土地治理技术、大气及水的污染治理技

术、环境污染防范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建筑及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及产品、秸秆综合

利用技术及产品、泵、热水器、电暖器、锅炉、制冷设备、供暖设备、净化设备的技

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泵、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电暖器、锅炉、碳素制品、

玻璃钢制品、制冷设备、供暖设备、净化设备制造；泵、电暖器、锅炉、碳素制品、

玻璃钢制品、制冷设备、供暖设备、净化设备、煤炭、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批发兼

零售；锅炉、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供暖设备、泵、电暖器、制冷设备安装、维护；

工程技术咨询；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工矿工程建筑；合同能源管理；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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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由公司参股的企业法人 

36、武汉际华园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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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铮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住所：咸宁市咸安区桂乡大道官埠国土资源所 

（5）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和施工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

营销策划及物业不动产销售；房屋建筑工程及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钢材及机械设备销售；对物业管理、仓储物流、宾馆酒店、工业生产行业进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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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房屋租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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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秦皇岛际华三五四四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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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海 

（3）注册资本：5,000万元 

（4）住所：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碧海路与洋河大街交叉口东北角 

（5）经营范围：鞋类、服装、手套、腰带及皮革制品、橡胶制品、帐篷、帆布

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橡胶板、管、带的生产；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

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床上用品、玩具、工艺品、办公用品、五金产品、日用

百货、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有色金属材料、钢材的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和

剧毒品除外）的销售；房屋租赁；场地租赁；汽车租赁；道路货物运输；金属加工机

械制造；餐饮、住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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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广东际华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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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浩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住所：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莲湖高新技术产业园长隆大道广东际华园

A6-A8商业楼 

（5）经营范围：土地储备与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其

他房地产业，物业管理，仓储物流，宾馆酒店，餐饮、娱乐及体育设施出租，综合零

售，食品、饮料机、烟草制品专门零售，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文化、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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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体育组织，体育场馆，休闲健

身活动，室内娱乐活动，游乐园，工业生产，建材，钢铁，五金交电，橡胶、化工材

料，电子产品，电子通信，商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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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际华集团江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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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华 

（3）注册资本：34,357.5万元 

（4）住所：镇江市扬中市三茅街道迎宾大道大众段东侧 

（5）经营范围：产业投资及资产管理；商业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

产咨询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及代理服务；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文具用品、

体育用品及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通讯设备及

器件、机电产品、金属材料、煤炭、矿产品、五金销售；商务信息咨询服务；网上贸

易代理；普通货物（不含危险品）道路运输、仓储、装卸、包装服务；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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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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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际华五三零三服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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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琴巴特尔 

（3）注册资本：10,100万元 

（4）住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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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服装、服饰、鞋帽、装具、

被褥的生产、加工、销售；皮张收购；皮革制品、纸箱加工；自有房屋出租；钢材、

日用百货、五金、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矿产品（不含煤炭）、户外旅游用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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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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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

额》的议案，关联董事吴同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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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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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并就该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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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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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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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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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次会议审议。 

（三）无须股东大会审议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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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