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302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2021—054 

 

 

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开展 26 亿元无追索
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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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提升资产使用效率，加快应收账款清收，中建西部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开展总额

不超过 26 亿元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2.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七届七次董事会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开展 26 亿元

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志

旗、白建军、林彬、国建科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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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因公司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建财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8144H 

法定代表人：鄢良军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院 3 号楼 30 层 01 单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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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

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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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成员单位的

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有价证

券投资（股票投资除外）；上述业务的本外币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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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0%，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80%。 

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主要业务情况 



中建财务有限公司系“中国建筑”集团旗下全资金融机构，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取得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核发的金融许可证，并于 2011 年 1 月 19 日正式开业。中建财务

有限公司整合集团内外金融资源，深入研究并开展资金集中、结

算支付、贷款、贴现、有价证券投资等金融业务，为集团及成员

单位提供全方位、多品种、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为整个集团的发

展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 

3.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建财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117.56 亿元，负债总额 993.41 亿元，净资产 124.15 亿元；实

现营业收入 26.40 亿元，净利润 6.02 亿元。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中建财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909.99

亿元，负债总额 782.52 亿元，净资产 127.47 亿元；实现营业收

入 12.29 亿元，净利润 5.73 亿元。 

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建财务有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 

5.经查询，中建财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此次关联交易，双方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开展保

理业务的费率参照市场价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资产：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单位的应收账款。 



2.交易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3.交易金额：不超过 26 亿元。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为有效规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在中建财务

有限公司从事金融服务业务时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维护资金安

全，公司制定了《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开展 26 亿元无追索

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公司通过查验中建财务

公司的证件资料，并审阅了中建财务公司财务报表，对其经营资

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

公司开展 26 亿元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

公司未发现中建财务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未发现中

建财务有限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

公司开展 26 亿元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开展 26 亿元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

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已经公司第七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其内容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

业务，有助于盘活资产，提高资产周转效率，改善公司经营性现

金流状况，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在中建财务有限



公司的存款余额 10.55 亿元，贷款余额 1.3 亿元。 

2021 年年初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

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发生的各类非日常经营性关

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方 实际发生金额 

非日常经

营性关联

交易 

与关联方资金拆借 中建财务有限公司 0.70 

票据业务（承兑、贴现） 中建财务有限公司 11.26 

应收账款保理 中建财务有限公司 7.58 

保函业务 中建财务有限公司 0.18 

办理存款、结算业务 中建财务有限公司 102.79 

与关联方合资设立公

司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0.08 

小 计   122.59 

1.公司第六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 2020 年 8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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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中建

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第七

届二次董事会会议、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详见 2020 年 12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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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中建财务

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司第七届六次董事会会议、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详见 2021 年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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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

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公司第六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开展 30 亿元无追索

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 2020 年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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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开展 30 亿元无追索权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并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

司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开展总额不超过 26 亿元的无追索权应收

账款保理业务，构成与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交易，该交易是公司因

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有助于补充流动资金，支持公司生

产运营，缓解资金压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公司

输送利益或者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

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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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七次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第七届六次监事会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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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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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