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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公告编号： 临 2019—030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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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原则，定价 

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 

良影响。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 4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

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关联

交易总金额已超过 3,000 万元且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5%，该项议案将提交 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事前认可该交易情况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计金

额 

2018 年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买商品 

吉林省红石林业局、吉林省三岔子林业

局、吉林省露水河林业局、吉林省泉阳

林业局、吉林省临江林业局、吉林省湾

沟林业局、吉林省白石山林业局、吉林

森工集团松江河林业有限公司、吉林森

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吉林森工

20,000.00 11,641.14 

公司按市场原则比

价采购，在关联企

业采购量未达预期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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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森林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等 

接受劳务 

吉林省红石林业局、吉林省临江林业

局、吉林省露水河林业局、吉林省三岔

子林业局、吉林省湾沟林业局、吉林森

林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1,007.13 

主要系本期森林经

营业务规模缩减，

向关联方采购的劳

务、水、电、建筑

服务以及后勤服务

未达预期金额。 

租赁业务 

（作为承租

方） 

吉林省红石林业局、吉林省露水河林业

局等 
10,000.00 3,130.77 

主要系本期森林经

营业务规模缩减，

向关联方支付的租

金相应减少。 

租赁业务 

（作为出租

方） 

吉林省三岔子林业局 

1,000.00 547.62 

主要系公司向关联

方企业出租房产、

土地、林区公路的

租金未达预期金

额。 

代理进出口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 

 

本公司按市场化原

则选择供应商。本

期未与该公司开展

业务。 

销售商品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责

任公司、吉林省红石林业局、吉林省白

石山林业局、吉林省露水河林业局、吉

林省三岔子林业局、吉林省临江林业

局、吉林森工集团松江河林业有限公

司、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吉林森工人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等 

20,000.00 13,546.87 

本期向对关联方的

销售商品未达预期

金额所致。 

 

年末借款余

额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吉林森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 
 

本期现金回笼情况

较好，未向森工财

务公司、森工投资

公司借款。 

借款利息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吉林森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本期现金回笼情况

较好，未向森工财

务公司、森工投资

公司借款。 

年末存款余

额 

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80,000.00 79,838.28 

 

存款利息收

入 

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80.00 2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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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2018 年实

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 买 商

品 

吉林省红石林业局、吉林

省露水河林业局、吉林省

泉阳林业局、吉林森工人

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森工人造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吉林森工森林

特色食品有限公司、吉林

省林海雪原饮品有限公

司、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

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森工开发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中石化易捷销售

有限公司、吉林森工碳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20,000.00 19.82  2,275.32  11,641.14  13.20  

主要系本期

公司经营规

模扩大，预计

向关联方采

购增加所致 

接 受 劳

务 

吉林省红石林业局、吉林

省露水河林业局、吉林森

林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吉林森工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等 

2,000.00 9.27    1,007.13  24.68  

主要系本期

向关联方采

购的劳务、

水、电、建筑

服务以及后

勤服务等预

计增加所致 

租 赁 业

务（作为

承租方） 

吉林省红石林业局、吉林

森工森林康养发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吉林森

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赵志华、陈爱莉等 

5,000.00 95.00    3,130.77  92.03  

主要系提取

育林基金及

关联方租赁

业务增加所

致 

租 赁 业

务（作为

出租方）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吉林省红石

林业局等 

1,000.00 100.00    547.62  100.00  

主要系吉林

省红石林业

局租赁红石

分公司房产、

土地、林区公

路所致 

代 理 进

出口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进

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500 100.00    

 
  

主要系本期

预计公司进

出口业务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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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售 商

品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吉林省红石

林业局、吉林省泉阳林业

局、吉林森工集团松江河

林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三

岔子林业局、吉林森工人

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森工人造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吉林森工森林

康养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吉林森工森林特色食

品有限公司、吉林省林海

雪原饮品有限公司、吉林

森工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中石化易捷销售有限

公司、北京睿德嘉信商贸

有限公司等 

20,000.00 11.80  2,883.21  13,546.87  8.79  

主要系公司

为增加销售

范围，提高产

品的市场竞

争力，拓宽公

司主营产品

销售渠道，加

大对关联方

的销售力度

所致 

年 末 借

款余额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吉林森

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 12.00    
 

  

本期预计向

森工财务公

司、森工投资

公司借款 3亿

元作为流动

资金周转使

用。 

借 款 利

息 

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吉林森工集

团投资有限公司 

1,800.00 16.07    
 

  

本期预计向

关联方借款

额度、期限增

加所致 

年 末 存

款余额 

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80,000.00 90.00  61,372.79  79,838.28  89.16  

 

存 款 利

息收入  

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280.00 90.00  65.94  219.15  42.6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于海军 

注册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036号 

注册资本：50,554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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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99年 4月 28日  

经营范围为：森林抚育、植树造林、采伐制材、森林管护、中药材种植；经

营木材、锯材、人造板、木质家具、百叶窗、地板等各种木制品。林业化工产品

（化学危险品除外）、林业副产品、小野菜、森林菌类、林副土特产品、金属材

料、五金化工产品、建材、普通机械、矿产品；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投资；汽车

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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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经营项目由子公司凭许可证经营）瓶（桶）装饮

用水生产销售；苗木经营；经济动植物养殖；国内外旅游业；电子商务；担保、

保险代理、典当、信贷咨询、资本运营及有关金融业务（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一般经营项目

可自主选择经营）。 

截至公告披露日，森工集团持有本公司 280,854,0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18%，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情况 

序

号 
企业名称 与本企业关系 基本情况 

1 
吉林省红

石林业局 

同一母公司 住所 桦甸市红石镇 

法定代表人 孙颖奇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 

经济性质 国有企业 

集团控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木材、木制品、林副产品加工及销售；公路工程建筑、公路养护

服务（以上项目仅限下属企业经营）；物资、电力、暖气、自来

水供应及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钢材、木材、

粮油收购和销售；五金工具、金属材料、黄金制品、白银制品、

珠宝首饰、建筑材料加工及销售；燃料油（除危险品外）、化工

原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

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中草药、苗木、菌类、坚果、山野菜种植、

加工及销售；蜂蜜、灵芝孢子粉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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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吉林省三

岔子林业

局 

同一母公司 住所 白山市江源区三岔子镇 

法定代表人 宋健 

注册资本 46000 万元 

经济性质 国有企业 

集团控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森林经营，木材生产，木制品加工销售，企业内部客货运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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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部机械制造修理，物资储备供应，畜牧养殖销售，中药材（国

家限制和禁止经营的品种除外）及农作物种植销售，房地产开

发；,林特产品采集加工销售 奇石加工销售（不含文物和国家禁

止经营的品种）；绿化苗木种植驯化（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

除外）；森林旅游；森林防预***锅炉安装修理；锅炉配件、水

暖器材、耐火材料零售，电力供应（按供电合同经营）、铁路专

用线有偿使用，房屋机械设备租赁，局内自有闲置报废房屋、机

械设备销售，汽车修理；机械配件制造及销售，（不含国家限制

发展和须要前置审批的品种）企业内部道路及房屋维修，环境卫

生、内部绿化，种苗、花卉销售；木材、粮油收购和销售；五金

工具、金属材料（不含钢铁及危险品）、黄金饰品、白银饰品、

珠宝首饰（不含文物）；化工原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以上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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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吉林省露

水河林业

局 

同一母公司 住所 抚松县露水河镇东山街 

法定代表人 赵伟 

注册资本 19000 万元 

经济性质 国有企业 

集团控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森林培育、森林防火、森林管护、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采伐、

营林、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原木及木制品加工、销售；煤

炭经营；钢材、木材、粮油收购、销售；五金工具、金属材料销

售；黄金制品、白银制品、珠宝首饰；化工原料、化工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建

筑材料、燃料油（除危险品外）销售。（以下项目由具备资质的

分支机构经营：多种经营、工艺美术漆器加工、销售；成品油储

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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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吉林省泉

阳林业局 

同一母公司 住所 抚松县泉阳镇东风街 

法定代表人 胡建荣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经济性质 国有企业 

集团控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以下由具备资格的分支机构经营：木材销售；汽车运输（局内）；

公路养护（局内）；建筑材料；成品油零售；木材贮运；种苗、

资源开采、林业生产；文化旅游；人参、中药材种植；火山灰、

炉灰销售；水电运营发电；木材采运、森林抚育；房地产开发；

煤炭经营；钢材、木材、粮油收购、销售；五金工具、金属材料

销售；黄金制品、白银制品、珠宝首饰；化工原料、化工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建

筑材料、燃料油（除危险品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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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吉林森工 同一母公司 住所 抚松县松江河镇白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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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松江

河林业（集

团）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黄吉文 

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集团控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种苗、原木、木制品、建筑材料；土特产品、五味子、人参、越

桔种植、加工、销售；农作物种植、养殖；房屋出租；物资购销、

成品油零售、商贸；旅游景点开发建设、公司内部房屋建筑工程

总承包贰级；住宿、餐饮服务；饮料、矿泉水制造销售；房地产

开发；资源开采、加工；有线电视、转播；文化旅游、文化娱乐

服务；艺术品制作销售；文化艺术人才培训；经营各种体育赛事、

文化艺术贸易会展、漂流服务、洗浴及用品、日用化学制品、代

售航空机票、设计制作电视广告、利用自有电视台发布国内广告、

公用电话、打字复印、传真服务、烟酒糖茶、日用百货、旅游用

品、旅游纪念品零售、庆典服务；物业服务；林下种植、养殖；

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休闲健身活动；化肥、农业生产

资料销售；停车服务；汽车租赁；铁路专用线租赁；森林资源管

护、培育；森林病虫害防治。（以上所有项目由分公司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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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森工

人造板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同一母公司 

公司参股公司 

住所 长春市朝阳经济开发区红梅大街丙十七路与丙二十二路交汇森

工外墙办公楼四、五、六层 

法定代表人 刘笑平 

注册资本 156977 万元 

经济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集团控股比例 54.79% 

经营范围 人造板、多功能墙体板及辅助材料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本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配件的销售、安装、

维修及进出口业务；农林副产品的经销；人造板及其他技术推广；

经济信息咨询；以自有资金对相关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广

告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出版物进口业务）；文艺创作；

销售机械设备、文化用品、电子产品；物业服务；城市园林绿化

设计施工（不包括证券、期货、信托投资、金融等信息咨询业务，

不得从事理财、非法集资、非法吸储、贷款等业务）（法律、法

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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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吉林森林

工业集团

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同一母公司 

公司参股公司 

住所 长春市朝阳区延安大街 1399 号 

法定代表人 张纪军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集团控股比例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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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6、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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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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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12、有价

证券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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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吉林森工

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

公司 

同一母公司 住所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福安街 2813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晓明 

注册资本 86910 万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集团控股比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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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6、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7、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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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12、有价

证券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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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国吉林

森林工业

集团进出

口有限责

任公司 

同一母公司 住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036 号 

法定代表人 张显成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集团控股比例 54.00% 

经营范围 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品种除外）；木材、木制品批发零售；人

造板、地板、家具、林副土特产品、农副产品加工、销售；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金属材料、建材、纸浆、化工产品（不含化学

危险品）、服装经销；仓储；广告业务；室内外装饰装潢（凭资

质证书经营）；自有房屋租赁；住宿、餐饮（由取得经营资格的

分支机构经营）；林木林地转让、买卖等交易中介；粮食经销（粮

食收购除外）；建筑石材、装饰材料经销；纸张、纸制品的经销，

煤炭经营；钢材、粮油收购和销售；五金工具；黄金制品、白银

制品、珠宝首饰；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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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吉林森工

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住所 长春市自由大路 6451 号 

法定代表人 包卓 

注册资本 70000 万元 

经济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集团控股比例 27.14%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不含：理财、集资、吸储、贷款、期货、

保险、融资、证券业务）；投资方案策划；市场调研及项目可行

性分析论证；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策划；经济信息咨

询；木制品、林副产品销售；煤炭经营；钢材、木材、粮油收购

和销售；五金工具、金属材料、黄金制品、白银制品、珠宝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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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

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燃料油）销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

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可自主选择经营）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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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吉林森工

森林特色

食品有限

公司 

同一母公司 住所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福安街亚泰樱花苑 40栋 101 室 

法定代表人 王作臣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集团控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人参、木耳、蓝莓及森林特色食品；中药材的种植培养（限分司

经营）、收储加工和批发零售（凭相关许可证经营）；预包装食

品研发（凭许可证经营）、推广、销售、技术推广；货运代理 、

分批包装、仓储、配送服务（凭道路许可证经营）；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企业管理

服务、企业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煤炭经营；钢材、木材、

粮油收购和销售；五金工具、金属材料、黄金制品、白银制品、

珠宝首饰；化工原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12 

吉林森工

森林康养

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同一母公司 住所 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4036 号 

法定代表人 宋丹明 

注册资本 12308.38 万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集团控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森林经营和管护；森林公园综合开发建设；森林康养产业咨询；

森林生物科技保健品技术开发、研究、管理及销售；森林旅游开

发建设；旅游景区规划设计、开发、管理；旅游地产开发及管理；

健康医疗产业项目的投资；林业科学研究服务；林业项目投资及

投资管理；林业项目投资信息咨询；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医

疗、养老项目投资及咨询；旅游汽车租赁、生态旅游观光、水上

旅游服务、健康养生服务、酒店开发及管理（以上项目由子公司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煤炭经营；钢材、木材、粮油收购和销售；

五金工具、金属材料、黄金制品、白银制品、珠宝首饰；化工原

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

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燃料油（除危险品外）；（以上经营

范围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13 

北京睿德

嘉信商贸

有限公司 

公 司 持 股 

7.14%的股东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新城 B11-1地块 B区望京新城 B11-127层 D单

元 3112 室 

法定代表人 李雪洁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销售金属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装饰材料、建筑材料、润滑油、纺织品、日用品、服装、五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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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工产品（不危险化学品）、矿产品；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企业形象策划；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技术推广服务；家居

装饰及设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

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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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4 

中石化易

捷销售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

关联人 

住所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号 3 号楼 3层 303室 

法定代表人 叶慧青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销售食品；物业管理；销售日用品、针纺织品、服装、汽车及配

件、摩托车配件、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矿产品、建

筑材料、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和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家用

电器、新鲜水果、新鲜蔬菜、未经加工的干果；汽车装饰；摩托

车装饰；货物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商业用房出租；仓储服务；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经济信息咨询；票务代理（除飞

机票）；（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鲜肉、卷烟、餐饮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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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吉林省林

海雪原饮

品有限公

司 

公司控股子公

司的参股公司 

住所 抚松县松江河镇松林大街 

法定代表人 叶慧青 

注册资本 2792.0375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碳酸饮料、矿泉水、果菜汁饮料、植物蛋白饮料制造销售；本地

产土特产、地产药材及本企业生产所需植物原料种植、销售。（法

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

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可自主选择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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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的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签订的原料供应、林地租赁、采伐权租

赁和综合服务等方面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2）公司向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及参股子公司和其他关联方销售

矿泉水等主要产品的交易。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的业务，有利于拓宽公司

主营产品销售渠道，加大对关联方的销售力度。 

2、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和公开、公平、公正及合理的原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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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以上关联交易定价主要遵循市场定价原则。 

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

合同中予以明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的目的是整合资源，充分合理地利用关联方所拥有的资源和服务优

势，获得稳定、持续的劳务、用水、用电的供应渠道以及金融服务等，满足公司

经营的正常需要，有利于扩大销售和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和良性发展。  

公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原

则下公开、公平、合理地进行，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公司与关联方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

业务特点和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并依据市场价格定价，定价合理、公允，没有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交易不会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中小股

东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稳定经营。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