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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题 

 

1、审议《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

议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19 年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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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18年 12月 21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 

（1）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2018 年 12 月 21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2）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2018年 12月 21日 9:15-15:00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 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地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人民广场东街 219 号建材

大厦 16层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议程 

主 持 人：董事长尹自波 

（一） 主持人宣布现场到会股东（股东代表）人数及所代表股份总

额，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出席会议股东及其分别所持股数额及占总股本的

比例；参加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宣布会议开始 

（二） 主持人宣读会议议题 

（三） 主持人宣读《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四） 主持人宣读《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

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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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持人宣读《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19年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六） 主持人宣读《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七） 主持人宣读《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八）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审议以上议案 

（九） 主持人提名现场监票人、计票人，请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举

手表决 

（十）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就以上议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 

（十一） 监票人检票，计票人统计现场投票情况并宣布现场表决结

果 

（十二） 休会。由工作人员将现场投票统计结果发至上证所信息网

络有限公司 

（十三）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回复网络及现场、网络合并投票

结果 

（十四） 计票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 

（十五） 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六） 律师宣读本次大会的法律见证意见 

（十七） 出席会议公司董事在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名 

（十八）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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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及融资需要，为减少应收票据资金占用，提

高公司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与合作金融机构开展票

据池业务，票据池余额不超过 10 亿元，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一、票据池业务情况概述 

1.业务概述 

票据池业务是合作金融机构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票据管理

服务。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商业票据存放于合作金融

机构，实现公司内票据信息的统一管理；或质押于合作金融机构，形成公

司共享的担保额度，用于公司向合作金融机构申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保

函、信用证、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自有质押额度范围内开展融资业务，当自有质

押额度不能满足使用时，可申请占用票据池内其他成员单位的质押额度。

质押票据到期后存入保证金账户，与质押票据共同形成质押/担保额度，

额度可滚动使用，保证金余额可用新的票据臵换。或者以此作为质押担保

条件，在不超过质押金额额度内，申请短期贷款，满足现金支付的需要，

改善资金流动性，该申请贷款额度可循环使用。 

2.票据池业务方案 

（1）合作金融机构：国内资信较好的商业银行 

（2）成员单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3）实施额度：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享票据池额度余额不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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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在业务期限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 

（4）票据池额度余缺调剂：票据池额度统一由公司安排，公司可根

据控股子公司需求在票据池成员单位间进行额度的余缺调剂。 

（5）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开展票据池业务的目的 

公司可以通过票据池业务将应收票据统一存入协议银行进行集中管

理，由银行代为办理保管、托收等业务，可以减少公司对商业汇票管理的

成本；公司可以利用票据池尚未到期的存量商业汇票作质押开据不超过质

押金额的商业汇票，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等经营发生的款项，有利于减少

货币资金占用，提高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实现股东权益的最大化；开展

票据池业务，可以将公司的应收票据和待开应付票据统筹管理，减少公司

资金占用，优化财务结构，提高资金利用率。 

三、票据池业务风险及控制措施 

1、流动性风险 

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需在合作银行开立票据池质押融资业务专项

保证金账户，作为票据池项下质押票据到期托收回款的入账账户。应收票

据和应付票据的到期日期不一致的情况会导致托收资金进入公司向合作

银行申请开据商业汇票的保证金账户，对公司资金的流动性有一定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公司可以通过用新收票据入池臵换保证金方式解除

这一影响，资金流动性风险可控。 

2、担保风险 

公司以进入票据池的票据作质押，向合作银行申请开具商业汇票用

于支付供应商货款等经营发生的款项，随着质押票据的到期，办理托收解

付，若票据到期不能正常托收，所质押担保的票据额度不足，导致合作银

行要求公司追加担保。 



                                                      宁夏建材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6 

风险控制措施：公司与合作银行开展票据池业务后，公司将安排专

人与合作银行对接，建立票据池台账、跟踪管理，及时了解到期票据托收

解付情况和安排公司新收票据入池，保证入池的票据的安全和流动性。 

四、业务授权 

拟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本次票据池业务范围内决定有关具体事

项，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作金融机构、确定合作条件、不同法人主体之间

相互使用额度调配、以及相关协议签署等。 

请予审议：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合作金融机构开展票据池业务，

票据池共享余额不超过 10 亿元，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三年。在业务期限内，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

本次票据池业务范围内决定有关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作金融机

构、确定合作条件、不同法人主体之间相互使用额度调配、以及相关协议

签署等。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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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公

司拟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签订《金融

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财务公司将为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业

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由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

2019 年度的存款、结算、综合授信及经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可从事的金融服务业务，公司及财务公司拟对金融服务交易做出以下约

定： 

 1、2019 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于财务公司存臵的每日存款余

额（含应计利息）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5,000万元。 

2、2019 年度，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余额（含应计利息）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 

3、在本协议有效期内，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结算服务不收取任何费

用。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集团”）持有财务公司

70%的股权，该公司实际控制的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财务公司 30%

股权。鉴于公司与财务公司同受中国建材集团实际控制，故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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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名称：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卫兵  

    成立日期：2013年4月23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174H2110000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3642X5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2号楼9层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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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3、经批准的保

险代理业务；4、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5、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6、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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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9、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10、从事同业拆借；11、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

券；12、有价证券投资（固定收益类）。 

关联方主要股东：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集团”

出资 3.5亿元，占比 70%；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材集团为其实

际控制人）出资 1.5亿元，占比 30%。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1,061,925.17万元、资

产净额 66,512.83万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591.06万元,净利润

6,491.54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公司在关联人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等业务。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时，遵循以下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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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供存款服务时，存款利率应不得低于：(i)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品种存款利率；(ii)同期同等条件下支付予中国建材集团除公司之外的

其他成员公司同类存款的利率；及（iii）同期同等条件下中国一般商业

银行（本协议中中国一般商业银行主要指有关国有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

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其与公司均有合作）

就同类存款向公司提供的利率； 

 2、提供综合授信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

保函、融资租赁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业务）时，贷款利率应不得高于：

(i)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品种贷款基准利率；(ii)同期同等条件下就类似

贷款向中国建材集团除公司之外其他成员公司收取的利率；且(iii)同期

同等条件下中国一般商业银行就类似贷款向公司收取的利率，且不要求公

司以公司的任何资产为贷款服务提供抵押；  

 3、财务公司免费为公司提供结算服务； 

 4、财务公司就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凡中国人民银行或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同类金融服务收费标准的，应符合相关规

定，费用应不得高于:(i)同期同等条件下就同类金融服务向中国建材集团

除公司之外其他成员公司收取之费用；且(ii)同期同等条件下中国一般商

业银行就同类金融服务向公司收取之费用。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拟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1、存款服务：  

（1）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开立存款账户，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

将资金存入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存款账户，存款形式可以是活期存款、定期

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2019 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于财

务公司存臵的每日存款余额 （含应计利息）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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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由于结算等原因导致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超出最

高存款限额的，财务公司应在 3个工作日内将导致存款超额的款项划转至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银行账户。 

（2）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应不得低于：(i)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品种存款利率；(ii)同期同等条件下支付予中国建材集团

除公司之外的其他成员公司同类存款的利率；及（iii）同期同等条件下

中国一般商业银行（本协议中中国一般商业银行主要指有关国有商业银

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其与

公司均有合作）就同类存款向公司提供的利率； 

（3）财务公司保障公司存款的资金安全，在公司提出资金需求时及时

足额予以兑付。  

2、结算服务：  

（1）财务公司根据公司指令为公司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以及其

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2）财务公司免费为公司提供上述结算服务；  

（3）财务公司应确保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保障资金安全，控制资

产负债风险，满足公司支付需求。  

3、综合授信服务：  

（1）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财务公司根据公司经营和发

展需要，为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服务，公司可以使用财务公司提供的综合授

信办理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担保、融资租赁及其他

形式的资金融通业务。2019 年度，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余额

（含应计利息）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 

（2）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贷款利率应不得高于：(i)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品种贷款基准利率；(ii)同期同等条件下就类似贷款向中国建材集

团除公司之外其他成员公司收取的利率；且(iii)同期同等条件下中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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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商业银行就类似贷款向公司收取的利率，且不要求公司以公司的任何资

产为贷款服务提供抵押；  

（3）财务公司应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向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服务；  

（4）有关信贷服务的具体事项由公司与财务公司另行签署协议。 

4、其他金融服务：  

（1）财务公司将按公司的指示及要求，提供其经营范围内的其他金融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服务、

委托贷款等），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前，双方需进行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协议；  

（2）财务公司就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凡中国人民银行或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同类金融服务收费标准的，应符合相关规

定，费用应不得高于:(i)同期同等条件下就同类金融服务向中国建材集团

除公司之外其他成员公司收取之费用；且(ii)同期同等条件下中国一般商

业银行就同类金融服务向公司收取之费用。  

在遵守本协议的前提下，公司与财务公司应分别就相关具体金融服务

项目的提供进一步签订具体合同以约定具体交易条款，该等具体合同必须

符合本协议的原则、条款和相关的法律规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1、本关联交易协议经公司、财务公司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

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并于协议项下之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后生效。本协议有效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 

2、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可以变更和解除，在达成

书面协议以前，本协议条款仍然有效。如涉及对本协议实质性、重大的修

改，则双方就协议变更签署的书面协议，在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3、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

其在协议项下的全部或部分权利或义务。 

4、本协议部分条款无效或者不可执行的，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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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国家新法律或政策颁布或对原法律或国家政策的修改等导致不

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延迟履行本协议，经双方友好协商，可另行签

订补充协议。 

（三）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都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一方承担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

失及因主张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本次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

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六、鉴于本次协议签订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关联股

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请予审议： 同意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由财务公司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为公司提供存款、综合授信、结算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金融服务业务。双方对金融服务交易做出以下

约定：2019 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于财务公司存臵的每日存款余

额（含应计利息）不超过人民币 45,000万元；2019年度，财务公司向公

司提供的综合授信余额（含应计利息）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

在协议有效期内，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结算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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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19 年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为控股公司 2019 年总计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70,000 万元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满足控股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一、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赛马”）成立于 2012 年

10月，法定代表人蒋明刚，注册资本 50,000万元，注册地宁夏银川市西

夏区，主营业务：水泥制造和销售、水泥制品、水泥熟料、粉煤灰、矿渣、

混凝土骨料的制造和销售。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53,070万元，负债总额

62,994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2,269万元），银行借款余额 26,000万

元，净资产 90,076 万元，2017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1,378 万元，

实现净利润 4，468万元。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60，

523万元，负债总额 65,808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4，698万元），银

行借款余额 23,500 万元，净资产 94,715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

收入 64,674万元，实现净利润 932万元。 

2. 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水股份”）成立于

2001 年 8 月，法定代表人王常军，注册地青铜峡市青铜峡镇，注册资本

33,425万元，主营业务:水泥、水泥熟料、商品混凝土的生产、销售、技

术服务和管理服务；混凝土骨料的生产和销售；水泥设备安装、维修；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自有土地租赁；水泥用石灰岩开采。公司持有该公司

87.32%的股权，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7.07%股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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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34%股权，宁夏青峡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该公司 0.15%股权，宁夏青铜峡水泥集团峡星机械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0.12%股权。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51,354 万元，负债总额

30，426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8，890 万元），银行借款余额 11,700

万元，净资产 120,929万元，2017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84，222万元，

实现净利润 12,415 万元。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46,224万元，负债总额 25,414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4,395万元），

银行借款余额 5,000 万元，净资产 120,810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

业收入 56,004万元，实现净利润 7,827万元。 

3.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水中材”）成立于 2009

年 5月，法定代表人金敏，注册地天水市秦州区关子镇，注册资本 22,800

万元，主营业务:水泥、水泥熟料和水泥制品的制造、销售。公司持有该

公司 80%的股权，天水永固水泥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20%股权。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83,590 万元，负债总额

31,830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7,836 万元），银行借款余额 8,500 万

元，净资产 51,760万元，2017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62,406万元，实

现净利润 10,053万元。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87，

933 万元，负债总额 26,267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2,585 万元），银

行借款余额 8,000万元，净资产 61,666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营业收

入 49,248万元，实现净利润 11,692万元。 

4. 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马科进”）成立于

2009 年 2 月，法定代表人徐立斌；注册地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注册资本

25500万元，主营业务：商品混凝土、预拌砂浆、外加剂、水泥制品、助

磨剂的生产与销售，房屋租赁、设备租赁、让售材料、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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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营相关的咨询、服务。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64,849 万元，负债总额 

21,485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1,471 万元），银行借款余额 6,000 万

元，净资产 43,364万元，2017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35,086万元，实

现净利润 304 万元。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63,992

万元，负债总额 20,74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0,731 万元），银行借

款余额 6,000 万元，净资产 43,249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566万元，实现净利润-115万元。 

5.天水华建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水华建”）成立于 

2005年 3月，法定代表人金敏，注册资本 2108万元，注册地为甘肃省天

水市麦积区，经营范围为混凝土浇筑工程施工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天水

中材持有该公司 60%的股权，缑海荣持有该公司 40%股权。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7,476 万元，负债总额

12，027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2，027万元），银行借款余额 2,500 万

元，净资产 5,449 万元，2017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814 万元，实

现净利润 1,218万元。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7,107

万元，负债总额 11,09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1，092万元），银行借

款余额2,000万元，净资产6,015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107

万元，实现净利润 566万元。 

6.吴忠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忠赛马”）成立与 2018

年 6月，法定代表人贺宗林，注册资本 31000万元，注册地为吴忠市红寺

堡区鹏胜花园 3号商业街 104号，经营范围为新型建材制品、水泥、水泥

熟料、机制砂及机制骨料制造与销售。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745万元,净资产 2，

745万元。 



                                                      宁夏建材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16 

7.宁夏嘉华固井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嘉华”）成立与 2011

年 6月 13日，法定代表人赵亮，注册资本 2000万元，注册地盐池县东顺

工业园区，经营范围为固井复合材料、水泥及其他新材料的制造及销售，

技术服务。2018年 9月公司收购宁夏嘉华 50%股权，实际控制宁夏嘉华并

合并其财务报表；嘉华特种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0%股权。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0，124万元，负债总额，

385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7,385 万元），净资产 2,739 万元，2017 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12,722万元，实现净利润 622万元。截止 2018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8,004 万元，负债总额 5,007 万元（其中流

动负债总额 5,007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763 万元，实

现净利润 258万元。 

   二、拟担保的借款情况 

                                                 单位：万元 

借款单位 担保金额上限 借款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方 

宁夏赛马 26,000 1 年 连带责任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水股份 5,000 1 年 连带责任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水中材 6,000 1 年 连带责任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赛马科进 6,000 1 年 连带责任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水华建 2,000 1 年 连带责任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忠赛马 20,000 1 年 连带责任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嘉华 5,000 1 年 连带责任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计 70,000 —— —— —— 

三、 反担保及担保费收取情况 

青水股份、天水中材、天水华建、宁夏嘉华四家公司拟分别以其与

担保额度等值的机器设备等资产作为本公司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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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公司拟对青水股份、天水中材、天水华建、宁夏嘉华上述银行借款

担保收取担保费，每笔银行借款担保额度的担保费计算标准为：借款期限

在 2年(含)以内的，按照担保额度的 1%一次性收取担保费；借款期限在 2

年(不含)以上的，按照担保额度的 1.5%一次性收取担保费。担保期间内

不收取其它费用。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收取担保费。 

四、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8年 11月 30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31,5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95%，均为向公司控股公司提供的担

保，且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等事项。公司控股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请予审议：同意本公司为控股公司 2019 年总计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70,00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中，同意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宁

夏赛马不超过 26,000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本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青水股份不超过 5,000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本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水中材不超过 6,000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同意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赛马科进不超过 6,000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同意本公司为控股公司天水华建不超过 2,000万元银行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吴忠赛马不超过 20,000 万

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宁夏嘉华不超过

5,000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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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原聘请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

永中和”）与公司服务合同已到期。截止 2017 年度审计工作结束，该事

务所已连续为公司提供了 10 年年度财务审计服务及相关咨询业务、6 年

内部控制审计服务。信永中和已连续为公司提供多年审计服务，为确保上

市公司审计工作的客观性，公司拟变更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聘

任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天职国际”）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服

务机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服务费拟不超过 75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

服务费拟不超过 25万元。 

拟聘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 911101085923425568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号 68号楼 A-1和 A-5区域 

执行事务合伙人：邱靖之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

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

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

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资质：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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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天职国际已为不同行业的上万家客户提供了专业服务，客

户类型涵盖中央及地方企业集团、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大

型工程业主公司、政府经济主管（监督）部门等，涉及能源、制造、商品

流通、建材、房地产、交通、医药、金融、TMT等多个行业。天职国际能

够满足公司未来财务审计工作的需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

计。 

公司已就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宜告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并就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信永中和在过去对公司执业过

程中勤勉尽责，始终坚持独立审计的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了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职责，公司对信永中和过

去为公司提供的良好服务表示感谢！  

请予审议：同意公司变更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聘任具备证

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服务

费拟不超过 75万元，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拟不超过 25万元。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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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强化关联交易管理，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现对公司及其控股公司

2019年度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同总金额进行预计。 

公司本次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时，关联方主要包括：中国建材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不含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一、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金额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计合同

金额（万元） 

2018 年实际发生

合同金额（万元） 

向关联方购买设备、备品备件等商品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5,503.73 4,136.18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1,121.63 953.04 

合计  - 6,625.36 5,089.22 

注：2018年实际发生合同金额为截止 2018年 11月末的数据。 

二、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金额预计情况   

 预计 2019年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与关联方中建材集团控制的公司进

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金额总计约 25,216.73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本次预计合同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合

同金额（万元） 

向关联方购买设备、备品备件等商品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4,754.05 4,136.18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2,728.60  953.04 

向关联方销售水泥等商品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17,7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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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25,216.73 5,089.22 

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比 2018年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

为：公司 2018 年 9 月完成收购宁夏嘉华固井材料有限公司 50%股权并实

际控制，宁夏嘉华固井材料有限公司预计 2019 年向关联方销售油井水泥

发生关联交易额度较大。 

三、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

的中央企业。中建材集团集科研、制造、流通为一体，是中国最大、世界

领先的综合性建材产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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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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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型建筑材料为主的

房地产经营业务和主兼营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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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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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中建材集团总资产 5,915.95亿元，净资

产 1,563.89 亿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020.16 亿元，实现净利润

100.24亿元。 

中建材集团持有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42.2%的股份，中国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7.56%的股权。中建材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其他主要关联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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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要关联方是中建材集团控制的企业，主要名单如下： 

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及其所属企业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及其所属企业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嘉华特种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厦门艾思欧标准砂有限公司 中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四、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属郑州瑞泰耐火科技有

限公司等单位发生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购买耐火材料等；与合肥水泥研究

设计院所属中建材(合肥）粉体科技装备有限公司、中建材（合肥）机电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购买备品备件等；与中国建材检

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发生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接受产品检验、

标准化评审等服务；与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及其所属单位发生关

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矿山储量监测、勘查、核实、安全评价等服务；与中材

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单位发生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采购备品备件

等；与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中材机电备件有限公司、中材（天

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昆

山技术装备分公司、河南中材环保有限公司、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常熟

中材装备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溧阳中材重型机器有限公司、中材淄博重型机

械有限公司等单位发生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备品备件购买及设备维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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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单位发生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采购设备、

备品备件等；与中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中材高新成都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等单位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接收节能改造服务等；与嘉华特

种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单位发生的关联交易内容为特种水泥的购销；

与厦门艾思欧标准砂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采购标准砂等。 

（一）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玻璃、水泥、钢铁、有色、电力、石

化、煤化工、危废处理等行业高温窑炉提供耐火技术、耐火材料、施工安

装等综合服务，该公司是国内耐火材料品种最全、服务领域最广、出口产

品最多的综合型耐火材料服务商。 

（二）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是中国建材行业重点科研院所和甲级设计

单位，主要从事水泥生产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制造；水泥工厂的工程设计、

技术服务、工程监理、设备成套、工程总承包等工作。 

（三）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国内建筑和装饰装修材

料及建设工程领域内极具规模、综合性、第三方检验认证服务机构。可提

供项目、标准检测、体系认证、产品认证及服务认证等服务。 

（四）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承担全国大部分建材原料矿山

及主要非金属矿山勘查，基本形成了地质勘查、工程勘察施工和多种经营

等多层次的产业结构。 

（五）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是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工程领域国内领

先的余热发电综合服务商。 

（六）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水泥工程建设行业的龙头企

业，主要从事国内外大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工程总承包集成服务及工程咨

询、工程设计、建设安装、装备制造及供应、调试及运转维护等业务。 

（七）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特种纤维复合材料行业最大的集研

发设计、产品制造与销售、成套技术与装备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上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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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从事水泥生产线相关产品制造或服务，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和较高的技

术水平。 

（八）中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先进陶瓷、人工晶体和新能源

材料三大产业和技术的开发，是中国先进陶瓷和人工晶体行业最大的集研发

设计、产品制造、成套技术与装备和相关工程集成及进出口业务于一体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九）嘉华特种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热硅酸盐水泥、油井水泥、

抗硫酸盐硅酸盐水泥的生产与销售，是专营特种水泥的技术开发型企业。 

（十）厦门艾思欧标准砂有限公司是国家指定的国内唯一定点生产、经

营中国ISO标准砂的企业。 

上述企业与公司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资信较好。公司及其控股的公司

与上述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合同，能够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 

五、交易定价政策 

（一）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备品备件、水泥等商品：

将通过招标、市场比价、关联方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的价格等为依据确定。 

（二）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技术改造、设备维修、产品质量检验、标准

评审、矿山储量监测、勘查、核实、安全评价等技术服务：将根据政府部

门出具的行业标准指导价、招标、市场比价、关联方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

的价格等方式为依据确定。 

（三）向关联方销售水泥等商品将根据招标、市场比价、关联方提供

给非关联第三方的价格等方式为依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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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预计 2019 年度与公司关联人中建材集团控制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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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发生关联交易是基于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将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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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关联股东回避 

本次关联交易对方涉及中建材集团所属公司，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

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请予审议：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公司 2019 年度与公司关联方中建材集

团控制的公司签署日常性关联交易合同，合同总金额约为 25,216.73     

万元。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