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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26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2022-79号 

转债代码：110060       转债简称：天路转债  

债券代码：188478       债券简称：21 天路 0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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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与控股股东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藏建集团”）下属企业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

30,287.5 万元，超过“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绝对值 5%”，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

在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损

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的主

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2 年 1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多吉罗布先生、陈林先生回避表

决，其余 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

方 2022 年度预计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39,242.79 万元。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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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第八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022 年 8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多吉罗布先生因个人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其余 8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新增 2022 年度预计发生金额约为人民币 30,287.5 万元。

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本议案需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因公司实际经营需要，2022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藏建集团下属企业新增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总额约 30,287.5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增加金额 

出售商品 
西藏建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100 

小计 1,100 

采购商品 
西藏建投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00 

小计 800 

接受劳务 

西藏藏建物生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2,000 

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600  

小计 4,600 

提供劳务 

西藏天路石业有限公司 380 

西藏藏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7.5 

西藏建投启元建设项目总承包有限公司 1,400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22,000 

小计 1,787.5 

合计 - 30,287.5 

 

二、关联方基本信息 

（一）西藏天路石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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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西藏天路石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灏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聂当乡德吉村（工业园区消防演练基地西）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石制品、荒料石进出口（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除外）；建筑材料的销售；机械设备制造；石材加工销售及安装；石渣骨料加工

及销售；石材质量检验服务与咨询服务；建筑幕墙的设计及施工；建筑工程、装

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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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天路石业有限公司 2021 年末资产总额为 23,767 万元，资产净额为

5,082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 1,096万，净利润为 67万元。 

西藏天路石业有限公司为藏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西藏藏建投资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公司关联

方。 

（二）西藏建投启元建设项目总承包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西藏建投启元建设项目总承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遵河 

住所：拉萨市林廓北路 17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劳务

分包（不含劳务派遣及对外劳务合作经营）；项目管理；工程代建；建筑设备及

材料采购；房屋租赁；汽车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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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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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建投启元建设项目总承包有限公司 2021 年末资产总额为 28,909.92 万

元，资产净额为 5,832.12 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 26,440.67万元，净利润

为 1,270.18 万元。 

西藏建投启元建设项目总承包有限公司为藏建集团全资子公司西藏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构成公司关联方。 

（三）西藏建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西藏建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万奎 

住所：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路以西、格桑路以北总部经济基地（B栋）

1单元 5 层 503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

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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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对外承包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土石

方工程施工；名胜风景区管理；游览景区管理；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

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壤污

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供暖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活动）。 

西藏建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21 年末资产总额为 29,443.77 万元，资产净

额为 1,119.76 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 29,095.82 万元，净利润为 339.09万

元。 

西藏建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为藏建集团全资子公司西藏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公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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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 

（四）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强 

住所：辽阳市辽阳县首山镇胜利街 

注册资本：6,659.261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爆破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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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承接总

公司工程建设业务，矿山机械制造，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金属矿石销售，选矿，

建筑用石加工，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矿山

机械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装卸搬运，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

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教育咨

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工程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噪

声与振动控制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危险化学品应急救

援服务，森林防火服务，谷物种植，豆类种植，油料种植，薯类种植，蔬菜种植，

食用菌种植，花卉种植，园艺产品种植，水果种植，坚果种植，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树木种植经营，人工造林，森林经营

和管护，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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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末资产总额为 50,573.55 万元，资产净

额为 24,520.34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 43,688.61万元，净利润为 3,509.01

万元。 

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藏建集团的控股子公司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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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

公司关联方。 

（五）西藏建投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西藏建投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文平 

住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 11号投资大厦 4层工位 WGZW401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城市建筑

垃圾处置（清运）；自来水生产与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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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公共

事业管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固体废物治理；环境卫生公共设

施安装服务；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兴能

源技术研发；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物业管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

染治理；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日用品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酒店管理；餐饮管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煤炭

及制品销售；供暖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

限制的经营活动）。 

西藏建投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末资产总额为 13,327.05 万元，资

产净额为 1,013.1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 15,236.52万元，净利润为 652.37

万元。 

西藏建投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藏建集团全资子公司西藏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公

司关联方。 

（六）西藏藏建物生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西藏藏建物生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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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米玛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规划路 2号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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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树木种植经营；人工造林；林产品采集；林

业产品销售；中草药种植；城市绿化管理；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

园艺产品种植；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草种植；食用菌种植；花卉种植；

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制造；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西藏藏建物生绿化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4 月成立，为藏建集团控股子公

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公司关联方。 

（七）西藏藏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西藏藏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索朗 

住所：拉萨市柳梧新区规划路 2号（东西走向）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楼四层 

注册资本：5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单位后勤管理服务；蔬菜种植；新鲜蔬菜批发；新鲜

蔬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餐饮管理；日用百货销售；花卉绿植

租借与代管理；水果种植；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包装服务；城市绿化管理；会议

及展览服务；办公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规划设计管理；招投标代理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销售代理；家具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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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住房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物业管理（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西藏藏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成立，为藏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公司关联方。 

（八）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桥 

住所：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北大街成灌东路 349号 

注册资本：350,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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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工程；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以上项

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

或审批文件经营）：水利水电工程；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专业技术服务业；进出口业；

商品批发与零售；租赁业；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水利管理业；环境治理业；

商务服务业；（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

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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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2021 年末资产总额 4,642,014.24 万元，

资产净额 1,024,438.32 万元，营业收入 4,003,843.41万元，净利润 55,331.71

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藏建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白永生兼任中国水利

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构成公司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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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以往经营合作过程

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预计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出售商品、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提供劳务，是基于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在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

行的。 

公司采购商品、出售商品、接受劳务、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

市场价格为依据协商确定，与市场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公司本次新增部分提供

劳务、提供劳务事项通过邀请招标并中标确定，具备公允性。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预计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发生，相

关关联交易活动遵循商业原则，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及内部控制制度等规定中对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方法，按照

市场定价的原则确定。 

本次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六、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

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委员多吉罗布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四名委员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请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我们在提请董事会审议前，已经

认真审阅了本次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有关资料，认为公司本次新

增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发生，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

定价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

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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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2022 年 8月 2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

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多吉罗布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其余 8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新增与关联方 2022年度预计发生交易金额 30,287.5万元。该议案尚需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根据公司日常实际经营活动的需

要确定的。本次新增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

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确定的，定价方式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对

公司的独立性未产生影响。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已经严格履行了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程序，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新增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新增 2022年度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根

据公司经营需要发生，相关关联交易活动遵循商业原则，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内部控制制度等规定中对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和定价方法，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确定。本次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同意新增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年第四次会议审核意见；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5、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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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