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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超出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2017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3 月 30 日、2017 年 5 月 5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二十六次董

事会会议、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测的议案》，同意“向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企业，联营企业和天山股份销售商品

混凝土、外加剂及水泥等不超过 750,000 万元；向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企业，

联营企业和天山股份采购（含原材料、设备、房屋及租赁房屋、土地和设备、

建造服务和物流服务等）不超过 110,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3

月 31 日登载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公告》。 

2017年 12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增加 2017 年度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及其所

属企业，联营企业和天山股份销售商品混凝土、外加剂及水泥等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 21,395 万元，将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中向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企业，联



营企业和天山股份销售商品混凝土、外加剂及水泥等额度增加至 771,395万元。 

2、本次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超出预计的基本情况 

近日，经公司初步核算，因销售规模增长、年末结算较多，公司预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向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企业，联营企业和天山股份销售商品

混凝土、外加剂及水泥等将增至不超过 823,400 万元，预计超出预计额度约

52,005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原预计交易额度 

（万元） 

本次调增额度 

（万元） 

调增后预计交易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混凝土、外加剂

及水泥等（不含税） 
771,395 52,005 823,4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六届九次董事会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回避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超出预计的议案》，关联董

事吴文贵、吴志旗、郑康、王磊回避表决。 

4.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关系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企业 

西部建设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集团”）正式

组建于 1982 年，其前身为原国家建工总局，其业务主要依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运行。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国建筑，股票代码 601668）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实际控制人，于 2007 年 12 月 10 日正式创立，并于

2009 年 7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中国建筑主营业务包括房屋建筑



工程、国际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以及设计勘察

五大领域。 

公司的混凝土业务主要用于建筑施工领域，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较

多的实际控制人的主要所属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 

类别 

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且实际控制人的所属企业 

公司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混凝土、

外加剂及水泥；

向关联方采购原

材料、设备、房

屋及租赁房屋、

土地和设备、建

造服务和物流服

务等 

2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且实际控制人的所属企业 

3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股东且实际控制人的所属企业 

4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股东且实际控制人的所属企业 

5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股东且实际控制人的所属企业 

6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股东且实际控制人的所属企业 

7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股东且实际控制人的所属企业 

8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股东且实际控制人的所属企业 

9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股东且实际控制人的所属企业 

10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且实际控制人的所属企业 

11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且实际控制人的所属企业 

1、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主营业务包括房屋建筑工程、国际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与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以及设计勘察五大领域。 

2、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53 年 3 月 1 日，住所地：北京

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52 号，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建筑设计、建

筑材料、设备、技术的开发；建筑设备租赁、工程技术咨询、物业管理、工程

技术培训、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技术服务、信息咨询。 

3、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0 年 12 月 9 日，住所地：北京

市通州区梨园镇北杨洼 251 号，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



土木工程建设；核电站工程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科研、咨询；线路、

管道、设备的安装；混凝土预制构件及成品的制作；钢结构、网架工程的制作

与安装；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建设项目中预应力专项工程的施工；公路施工；

各类工业、能源、交通、民用等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及施工总承包等。 

4、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6 月 3 日，住所地：武昌区

武珞路 456 号，经营范围：可承担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民用等工程建设

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各种类型的钢结构、网架工程的制作与安装，各类型的地

基及基础工程施工，各类型建设项目中预应力专项工程的施工，各类建筑的室

内室外装修装饰工程的施工、设计、科研、咨询；道路桥梁工程施工，线路管

道设备机电安装；房地产经营，工程监理与总包管理；混凝土预制构件与制品

销售，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建筑、装饰、金属化工材料销售，建筑机械、料

具修造与租赁等。 

5、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系 2007 年 12 月 12 日经整体改制设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前身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是由中建总公司出资成立的全民

所有制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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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 

6、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系经整体改制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是由中建总公司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住所地：湖



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中意一路 158 号，经营范围：承接房屋建筑、公路、铁路、

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

目管理业务；承担机电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公路路

基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施工；承担建筑装饰工程设计、建筑幕墙工程设

计、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照明工程设计和消防设施工

程设计；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筑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

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7、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 4 月 27 日，住所地：天津

市滨海新区塘沽杭州道 72 号，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总承包；公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

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机电安装工程施工

总承包；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房屋租赁；建筑材料销售；钢结构加工、制作；

施工咨询管理服务。 

8、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公司最早成立于 1952 年，经历区域行业领

军企业；公司荣获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和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甲级设计资质，是集设计施工于一体，可承接房屋建筑、公路、市政公用、铁

路、水利水电、港口与航道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

业务,及开展相应设计主导专业人员齐备的施工图设计业务的最高级别资质，同

时具有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桥梁、装饰、钢结构、公路路基、

地基与基础工程等 5 个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9、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系于 2007 年 12 月 10 日经整体改制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是由中建总公司出资成立的全

民所有制企业，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 27 层，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的咨询、

设计、施工、总承包和项目管理，基础工程，装饰工程，工业筑炉，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混凝土预制构件及制品，非标制作，建

筑材料生产、销售，建筑机械租赁，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件经营） 

10、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 10 日，注册地址为乌鲁木齐市青年路 239 号，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

范围，从事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具体经

营范围以建设部门核发的资质证书为准）；开展国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具体经

营范围以外经贸部的批复为准）；建筑材料、钢材、化工产品（专项审批除外）、

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服装鞋帽的销售；建筑设备制造、租赁；建筑材料及商

品砼、电器箱柜的制造销售；施工升降机，压力容器安装、维修；汽车运输及

搬运装卸；房屋、土地使用权租赁。 

11、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是以中建七局三公司为主体，由中建股份、中

建七局、中建三局、中建四局、中建东北设计院、中建上海设计院等共同注资、



合力打造，组建成立中国建筑在福建海西市场注册资本金为 10 亿元的区域总部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金属

门窗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工程及相应的工程咨询和装饰设计（甲级）等资

质。公司下设十三个分支机构，市场区域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江苏、江西、

广西、海南等地。 

（二）联营企业 

1、四川西建山推物流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西南有限

公司与山推楚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四川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公

司，其中公司持股 30%。系公司的联营企业，注册资本 3,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

普通货运（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货运代理、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销售机械设备及汽车（非乘用车）、

橡胶制品；机械设备维修；机动车维修（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

展经营活动）；货物专用运输（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装卸搬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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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四川西建中和机械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西南有限

公司与湖北中鑫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公司，其中公司持股 40%。系公

司的联营企业，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运（未

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国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销售机械设备、汽车、橡胶制品；销售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及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二类机动车维修（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



经营活动）；货物专用运输（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三）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山股份,证券代码：000877），1999 年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制企业。公司注册资本 38,895 万元，主营业务为

水泥、熟料、商品混凝土的生产、销售。天山股份为公司的发起人股东，目前

持有公司股份 13,419,473 股，持股比例为 1.06%。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向关联法人销售商品混凝土、外加剂及水泥，采购（含原材料、设备、

房屋及租赁房屋、土地和设备、建造服务和物流服务等）均是为了满足日常生

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降低公司采购成本，增强公司竞争力，提高生产经营保

障程度，其价格为市场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

为。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均属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这种

关联交易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并将继续存在。 

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

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也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会前认真审查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并了解其相关情况，我们认为：

公司 2017 年度向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企业，联营企业和天山股份销售商品混凝

土、外加剂及水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超出预测额度不超过 52,005 万元，是公司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各关联方之间持续发生的日常业务往来，遵守了市场公允



定价原则，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关联方按照合同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的情形，未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后，我们认为公司 2017 年度向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企业，联

营企业和天山股份销售商品混凝土、外加剂及水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超出预测

额度不超过 52,005 万元，是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各关联方之间持续发生的

日常业务往来，遵守了市场公允定价原则，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

影响或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关联方按照合同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未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我

们一致同意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的议案。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超出预计的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超出预计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保荐机构对西部建设本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超预计进行补充确认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第六届七次监事会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九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九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超预计补充确认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0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