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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需要，公司及所属子公司预计 2021 年将与实际控制人及其

所属企业，联营企业和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人发生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租赁等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175 亿元，2020 年度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132.46 亿元。 

2021 年 4 月 1 日，公司第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测的议案》，关联董事吴志旗、白建军、林彬、国建科

王磊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 年度

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

额度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提

供劳务及租

赁等 

实际控制人及其所

属企业，联营企业和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等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及

租赁等 

市场定价 170 129.54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接

受劳务及租

赁等 

实际控制人及其所

属企业，联营企业和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等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及

租赁等 

市场定价 5 2.92 

合  计   175 132.46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亿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0 年度

实际发生
金额 

2020

年度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提供劳

务及租
赁等 

实际控制人
及其所属企

业，联营企业
和新疆天山

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等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及租赁等 

129.54 168 -22.89%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10

日登载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的《关于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2020-013）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接受劳
务及租

赁等 

实际控制人

及其所属企
业，联营企业

和新疆天山
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等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及租赁等 

2.92 8 -63.50% 

合  计  132.46 176 -24.7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 2020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预计总金额，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一定差异的原因为：公司与关联人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是基于公司实际需求和业务开展进行的初步判断，具有不
确定性，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
况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

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企业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住所为北京市海淀

区三里河路 15 号，法定代表人为周乃翔，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

承担国内外土木和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安装、咨询；

房地产经营；装饰工程；雕塑壁画业务；承担国家对外经济援助

项目；承包境内的外资工程，在海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利用外

方资源、资金和技术在境内开展劳务合作，国外工程所需设备、

材料的出口业务；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建筑用金属

制品、工具、建筑工程机械和钻探机械的生产经营；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工程勘察设

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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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0,484 亿元，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1,409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14,220 亿元，净利润 634 亿元。 

公司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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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关联人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 

类别 

1 
中国建筑一局（集
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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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劳
务、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租赁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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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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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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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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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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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
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所属企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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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建新疆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且实际控制人
的所属企业 

（1）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52 号 

法定代表人：罗世威 

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技

术咨询；工程技术培训；工程技术服务；城市园林绿化设计；技

术开发；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建筑设备租赁；物业管理；

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信息咨询；热力供应；货物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勘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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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北杨洼 251 号 

法定代表人：石雨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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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机械、钢模板机具的设计、加工、销售、租赁；工业筑炉；

建筑材料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城市园林绿化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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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住所：武昌区武珞路 456 号 

法定代表人：陈卫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3,986.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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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的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各类型建设项目中预应力专

项工程的施工；各类建筑（包括车、船、飞机）的室内、室外装

饰装修工程的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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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预制构件及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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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分支机构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

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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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 16 号自编 B 栋 5 楼 

法定代表人：易文权 

注册资本：人民币 510,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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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投资咨询；预制构件。 

（5）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雨花区中意一路 158 号 

法定代表人：田卫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1,800 万元 

经营范围：承接建筑工程、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

航道、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

包和项目管理业务；承担房屋建筑、机电安装、钢结构、道路桥

梁、隧道、地基基础、起重设备安装、建筑装修装饰、环保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高等级公路路基、公路路面



的施工；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市政行业、公路行业工程设计；

提供建设工程相关的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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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河东区八纬路 219 号 

法定代表人：张爱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 427,794.646430 万元 

经营范围：承接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

水利水电、机电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

理业务；承担钢结构、桥梁、公路路基、公路路面、隧道、地基

基础、环保、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的施工；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甲级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甲级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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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

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混凝土

预制构件及制品的制作、销售及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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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经开第十五大街 267 号 

法定代表人：方胜利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可承接房屋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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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隧道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公路行业工程设计；市政行业工程

设计；建筑行业工程设计；景观园林绿化设计、施工与维护；建

筑产品构件、节能门窗、PVC 建筑模板等的设计、咨询、生产、

销售及安装；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设备租赁；对外工程承包；

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

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8）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568 号 27 层 

法定代表人：李永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5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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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石油工程，电力工程，基础工程，装饰工程，工业筑炉，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园林绿化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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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

备销售，建筑机械租赁，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从事建筑领域内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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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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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 239 号 

法定代表人：徐爱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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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水利

水电工程、机场场道工程、机电工程、石油化工工程、铁路工程、

钢结构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起重设备

安装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隧道工程、桥梁工程、

建筑幕墙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环保工程、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开展国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进

出口贸易；建筑材料、钢材、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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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输及搬运装卸；房屋、

土地使用权租赁；工程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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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联营企业 

公司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较多的联营企业主要为四川西建

山推物流有限公司、四川西建中和机械有限公司、成都空港产城

绿建建材有限公司、中建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有限公司。公司持有

四川西建山推物流有限公司 30%股权、四川西建中和机械有限公

司 44.44%股权、成都空港产城绿建建材有限公司 20%股权、中建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有限公司 24%股权，对上述企业形成重大影响，

该等关联人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1）四川西建山推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

段 1388 号 1 栋 9 层 9100 号 

法定代表人：毛祎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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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四川西建山推物流有限公司资产总

额 0.54 亿元，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0.37 亿元，营业收入 0.56

亿元，净利润 0.06 亿元。 

（2）四川西建中和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三街 218

号 2 栋 8 层 819 号 

法定代表人：樊小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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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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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四川西建中和机械有限公司资产总

额 0.60 亿元，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0.51 亿元，营业收入 0.48

亿元，净利润 0.03 亿元。 

（3）成都空港产城绿建建材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高新区新民乡幸福路（新民家园）35 幢 A1 层 

法定代表人：陈中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另择场地或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商

品混凝土；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化

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矿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除外）；矿山工程设计、施工；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再生物资

回收（不含危险品、机动车及废弃电子产品处理）。（涉及资质

的凭资质证书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成都空港产城绿建建材有限公司资

产总额 1.58 亿元，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0.51 亿元，营业收入

1.08 亿元，净利润 0.01 亿元。 

（4）中建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汉州路 989 号 

法定代表人：罗宏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承担国内公用、民用房屋建设工程的施工、安装

与咨询；项目投资；基础设施和新城镇建设项目投资与承建；城

市公用、交通项目投资与建设；建筑材料、建筑机械的销售；装

饰工程、园林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房地产经营与开发；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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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建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有限公司资

产总额 6.32 亿元，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3.24 亿元，营业收入

0.39 亿元，净利润-0.06 亿元。 

3.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白杨沟村 

法定代表人：赵新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872.2959 万元 

经营范围：水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建材产品进出口业务；商品混凝土的生产、销售；石灰岩、砂岩

的开采、加工及销售；房屋、设备租赁；财务咨询；技术咨询；

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服务；货运信息、商务信息咨询；钢

材、橡塑制品、金属材料、金属制品、水性涂料、电线电缆、机

械设备、机电设备、木材、石材、耐火材料、玻璃陶瓷制品、环

保设备、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电子产品、数码产品、电子元器

件、通讯器材的销售；商品采购代理；石灰石、水泥、混凝土生

产所用的工业废渣的销售；石膏的开采、加工与销售；水泥制品、

水泥熟料、粉煤矿渣、混凝土骨料的生产与销售；水泥及商混设

备制造、安装、维修；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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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

额 149.83 亿元，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106.31 亿元，营业收入

86.92 亿元，净利润 17.18 亿元。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各关联人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企业，财务和资信状况

良好，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以往关联交易未出现过坏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

公允的原则，参照市场公允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具体交易价格、付款方式等均以最终签订

的协议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

发生的，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并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年度将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守

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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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

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而运作的，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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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

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第七届三次监事会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四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四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