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3009         证券简称：中天火箭        公告编号：2022-064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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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调

整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内部成员单位等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的年度预

计额度。 

公司与关联方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故构成关联交

易，关联董事陈雷声、杨杰、罗向东、李健、宁星华回避表决。独立董事针对本

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调整 2022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安超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

码科技”）和西安航天三沃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沃机电”）与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内部成员单位等关联方之间存在部分必要且合理的



 

  

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公司拟调整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内

部成员单位等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的年度预计额度，预计 2022 年度关联交易调

整后的金额为 47668.00万元，主要交易类别涉及采购原材料、设备及技术服务，

销售商品、设备及提供服务等其他业务。 

（二）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代码）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 

截至 8月 31

日已发生金

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北京航天创智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定价 750.00 - 750.00 - 

陕西航天机电环

境工程设计院有

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定价 800.00 - 800.00 - 

湖北航鹏化学动

力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定价  700.00 700.00 - 

军品供应商 BE 采购商品 协商定价 80.00 - 80.00 7.35 

陕西宇航科技工

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定价 326.00 -108.00 218.00 70.98 

军品供应商 D 采购商品 协商定价 1,406.00 36.00 1,442.00 278.18 

军品供应商 B 采购商品 协商定价 3,895.00 - 3,895.00 833.08 

军品供应商 I 采购商品 协商定价 2,500.00 - 2,500.00 364.00 

航天科技集团及

下属单位 
采购商品 

市场定价

及协商定

价 

4,415.00 25.00 4,440.00 540.70 

小计   14,172.00 653.00 14,825.00 2,094.29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和

动力 

陕西宇航科技工

业有限公司 

采购水电

动力费 
市场定价 580.00 - 580.00 304.89 

西安航天复合材

料研究所 

采购水电

动力费 
市场定价 2,690.00 - 2,690.00 1,307.80 



 

  

航天科技集团及

下属单位 

采购水电

动力费 
市场定价 135.00 - 135.00 - 

小计   3,405.00 - 3,405.00 1,612.69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军品客户 AI 销售产品 协商定价 750.00 - 750.00 - 

军品客户 C 销售产品 协商定价 1,850.00 -100.00 1,750.00 1,043.24 

军品客户 AH 销售产品 协商定价 1,080.00 - 1,080.00 47.33 

军品客户 B 销售产品 协商定价 7,595.00 -55.00 7,540.00 3,085.33 

军品客户 U 销售产品 协商定价 1,060.00 3,500.00 4,560.00 801.45 

军品客户 D 销售产品 协商定价 1,500.00 - 1,500.00 280.00 

军品客户 AM 销售产品 协商定价  100.00 100.00 - 

军品客户 AN 销售产品 协商定价  20.00 20.00 - 

航天动力技术研

究院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360.00 10.00 370.00 0.39 

西安航天动力技

术研究所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100.00 5.00 105.00 15.09 

西安航天复合材

料研究所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200.00 - 200.00 - 

湖北航天化学技

术研究所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2,000.00 2,000.00 - 

西安航天动力研

究所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500.00 - 500.00 - 

西安航天化学动

力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3,200.00 141.00 3,341.00 51.12 

航天科技集团及

下属单位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及协商定

价 

4,005.00 37.00 4,042.00 643.28 

小计   22,200.00 5,658.00 27,858.00 5,967.23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航天科技集团及

下属单位 
接受劳务 市场定价 800.00 - 800.00 - 

小计   800.00 - 800.00 - 



 

  

其他关

联交易 

航天科技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利息支出 市场定价 80.00 300.00 380.00 55.18 

航天科技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手续费 市场定价 1,380.00 -1,300 80.00 2.68 

航天科技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利息收入 市场定价 160.00 160.00 320.00 42.83 

小计   1,620.00 -840.00 780.00 100.69 

二、关联人和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名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燕生 

注册资本：200 亿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8号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的投资、经营管理；战略导弹、战术地对地导弹、防空

导弹、各类运载火箭、各类卫星和卫星应用系统产品、卫星地面应用系统与设备、

雷达、数控装置、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及设备、保安器材、化工材料、建筑材料、

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子及通讯设备、汽车及零部件的研制、生产、销售；航

天技术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货物仓储；专营国际

商业卫星发射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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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

方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内部的成员单位。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抗风险

能力较强，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



 

  

执行。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均为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及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方名称：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史伟国 

注册资本：650,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31号 01 至 03层，07至 09层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01年 10月 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8911P  

经营范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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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

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

投资；（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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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

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经批准发行财务

公司债券；（十二）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十三）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十四）有价证券投资；（十五）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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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抗风险能

力较强，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

行。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均为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及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方名称：陕西宇航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赵利 

注册资本：10,500 万元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田王特字 1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成立日期：1996年 4月 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20578402L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

鲜蛋零售；服装服饰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母婴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停车场服务；职工疗休养策划服务；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

徕、咨询服务；供暖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票务代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普

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化肥销售；办公用品销售；食品

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杂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鲜肉零售；日

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二手车经销；二手车经纪；二手车鉴定评估；配电

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旅客票务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

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租赁；

销售代理；建筑材料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日用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煤



 

  

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物业管理；集贸市场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汽车旧车销售；厨

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水产品零售；农副产

品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单位后勤管理服务；汽车租赁；二

手车交易市场经营；五金产品零售；肥料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制冷、空调设备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家用电器销

售；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广告设计、

代理；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配电开关控

制设备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托育服务；健身休闲活动。(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

旅游业务；住宿服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供电业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进出

口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保

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酒类经营；小食杂；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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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抗风险能

力较强，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

行。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均为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及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方名称：西安航天化学动力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吕晓权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辋川镇特字 16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成立日期：1995年 5月 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2057839XU 

经营范围：航天产品及有关协作产品的科研生产，球型铝粉、金属粉末材料

及制品、功能涂层的生产销售；非标准设备设计及加工；机械、电子仪器仪表的

修理；理化测试分析；民用复合固体推进剂、气体发生器及油田增油产品的开发、

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油田井下作业、高能气体压裂、热造缝及定向射流解堵、

岩石工程爆破施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会议接待；餐饮、住宿（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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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抗风险能

力较强，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

行。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均为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及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方名称：北京航天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国庆 



 

  

注册资本：1,1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北大街甲 13号 301室(园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70022745XN 

营业范围：设计、制造、销售警用装备与器械；国内航线除香港、澳门、台

湾地区航线外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国内铁路客运销售代理业务（限分支机

构经营）；住宿（限分支机构经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承办展

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劳务（不含中介）服务；销售汽

车、汽车配件、机械电器设备、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发

射设备）、办公设备、制冷设备、冷却塔设备、仪器仪表、金属材料、装饰材料、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针纺织品、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工程技术研究与试

验发展；委托加工金属零件；会议服务；货物进出口；服装加工；技术服务；技

术检测；机械设备租赁；摄影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销售电子

产品、软件；软件开发；软件设计。（其中知识产权出资为 1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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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抗风险能

力较强，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

行。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均为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及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方名称：西安航天复合材料研究所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杰 

开办资金：11,512 万元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田王街特字 1 号 

单位类型：事业法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352300755 

业务范围：结构复合材料研究、功能复合材料研究、相关材料和产品研制与

技术服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抗风险能

力较强，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

行。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均为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及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联方名称：陕西航天机电环境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南渭林 

注册资本：11,000 万元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基地吉泰路 268号甲 1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成立日期：1993年 9月 6日 

经营范围：阀门、压力管道及附件、节能环保产品、环保设备、金属制品、



 

  

真空设备、机电装备、机电产品及零部件、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设备、汽车零部

件、低温设备、压力容器的研发、设计、生产、安装、销售；流体控制工程、环

境保护工程、机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的设计、承包；工程技术咨询；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水处理药剂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计算机网络工程、工业自动化

控制工程的设计及施工；智能水电表、电子产品的设计、销售；计算机软件的研

发、销售及技术服务；流体控制设备、机电设备的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商业运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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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抗风险能

力较强，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

行。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均为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及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关联方名称：湖北航鹏化学动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亚 

注册资本：9714.3 万元  

住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地舜大道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1993年 12月 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1793976095 

经营范围：汽车安全气囊及配件、气体发生器、气体发生剂、紧急救生供氧



 

  

器及装备、航空及航天专用设备（以上范围需国家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化工

专用设备、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装置的科技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危险

废物收集、贮存、处置(仅含报废机动车拆解后收集的未引爆的安全气囊)；货物

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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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抗风险能

力较强，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

行。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均为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及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关联方名称：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任全彬 

开办资金：9,572 万元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田王街特字 1 号 

单位类型：事业法人 

业务范围：开展航天动力技术研究、促进航天科技发展；航天产品研制、航

天技术民用产品开发、相关专业培训与技术服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抗风险能

力较强，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

行。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均为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及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关联方名称：西安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健儒 

开办资金：9,354 万元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田王街特字 1 号 

单位类型：事业法人 

业务范围：开展航天动力研究，促进航天科技发展；真空技术研究；激光全

息测试；激光电火应用研究；结构强度研究；力学环境试验研究；动力装置燃烧

内流场研究；相关产品研制与软件开发。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抗风险能

力较强，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

行。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均为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及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一）关联方名称：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春明 

开办资金：8,913 万元 



 

  

住所：西安市航天基地飞天路 289号 

单位类型：事业法人 

业务范围：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与研究，液体火箭发动

机试验工程研究，流体机械及工程研究，机电制造工程研究，热能工程研究，航

天动力技术产业化研究等。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抗风险能

力较强，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

行。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均为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及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二）关联方名称：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郭翔 

开办资金：6,635 万元 

住所： 湖北省襄阳市清河路 58号 

单位类型：事业法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615672233G 

业务范围：航天工程用动力源研究、含能材料研究、子材料研究、新型航天

材料研究、理化分析技术研究、推进剂专业理论与工程研究、非标准设备设计技

术研究、固体推进剂安全评估与评价、危险化学品检测检验、相关产品研制、专

业培训与技术服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抗风险能

力较强，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

行。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均为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及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定价及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基于自愿平等、

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化为原则，严格执行市场价格，

同公司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定价政策一致，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相应调整。 

（二）关联交易协议及结算 

公司将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需要及时与关联方签订协议，结算方式与非关

联方一致。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基于生产经营活动实际需

要，有利于保证公司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公司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内部成员单位等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销售和采购业务的关联交易以公平、公正为原

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具体如下：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前，向我们提供了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事项的相关资料，经过与公司沟通以及认真审阅资料，我们认为公司调

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对公



 

  

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我

们同意公司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将《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属正当的商业

行为，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在作出有关关联交易决议的过程中，履行了诚实信用

和勤勉尽责的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给公司的持续

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调整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同意该议案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中天火箭 2022年度调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

需要，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

了表决，独立董事已履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天火箭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查，具体如下： 

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依



 

  

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 

（一）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调整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五）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