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27              证券简称：高争民爆             公告编号：2022-054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 2023 年度拟与关联方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化集团

公司”）、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化公司”）、西藏中金新

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新联”）、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昌都高争”）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17,500万

元，交易价格根据市场定价原则确定。截止 2022 年 11 月 30 日同类采购交易实

际发生总额为 15,369.49万元，同类销售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为 100,771.12万元。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2022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白永生任公司及西

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藏建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回避表决，公司董事巴桑顿珠任西藏中金新联

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监事王川任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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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藏建集团、雅化公司作为关联

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二）预计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截止 2022

年 11月 30

发生金额 

向关联

人采购

产品 

四川雅化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雅化集团绵

阳实业有限公司 

炸药、

管类、

索类 

市场价格 5,500 4752.80 4230.87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西藏中金新联爆

破工程有限公司 

炸药、

管类、

索类 

市场价格 4,000 3482.14 
3482.14 

 

向关联

人提供

爆破施

工服务 

西藏昌都高争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 

爆破 

服务 
市场价格 8,000 2821.83 2821.83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截止 2022

年 11月

30 日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 

金额 

截止 2022

年 11月 30

日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截止 2022

年 11月 30

日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产品 

四川雅

化实业

集团股

份有限

公司、

雅化集

团绵阳

实业有

限公司 

炸药、

管类、

索类 

4,230.87 6,000 27.53% -29.48% 

2022 年 1

月15日披

露的《关

于2022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

计 的 公

告》 

（编号

2022-

006）、

2022年 8

月 24日

披露的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西藏中

金新联

爆破工

程有限

公司 

炸药、

管类、

索类 

3,482.14 5,000 3.46% -30.36%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爆 破

施 工

服务 

西藏昌

都高争

建材股

份有限

公司 

爆破 

服务 
2,821.83 5,000 2.8% -43.56% 

《关于新

增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

告》（编

号 2022-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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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2022年下半年西藏地区发生疫情，导致西藏昌都高争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成远矿业均处于停工状态，因此，关联

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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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受疫情影响，导致控股子公司成远矿业与西藏昌都高

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爆破服务金额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 

公司 2022年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未出现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欣 

注册资本：115,256.252 万元人民币 

住所：四川省雅安市经济开发区永兴大道南段 99号 

成立日期：2001 年 12月 25日 

雅化集团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2021年度 2022年 9月 30日

/2022年前三季度 

总资产 907,199.69 1,424,267.91 

净资产 636,898.57 1,021,663.67 

营业收入 524,134.07 1,011,665.70 

归母净利润 93,662.63 354,439.41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道路货物

运输（含危险货物）；水路危险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爆破

作业；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

营；危险化学品仓储；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包

装装潢印刷品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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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纸制品制

造；纸制品销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安全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

务；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电工器材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有色金属铸造；电子专用材

料销售；报关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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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联关系：雅化集团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雅化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的规定，公司与雅化集团公司的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以往年度的执行情况，所有交

易均能按照交易合同约定履行，提供的产品质量较好，供货及时，能够满足本公

司的需求，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雅化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川 

注册资本：17,71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新桥镇铜华村 

成立日期：1998 年 05月 11日 



雅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2021年

度 

2022年 9月 30日/2022

年前三季度 

总资产 86,958.11 105,005.61 

净资产 68,169.26 78,147.85 

营业收入 59,970.39 55,235.58 

净利润 15,881.31 14,334.76 

主营业务：民用爆破器材的生产、销售。电镀及金属表面加工处理，金属材

料加工，技术服务及咨询；机械设备制造、销售、安装、租赁及维修；钢材、建

筑材料销售，环保设备制造、安装；自有房屋租赁；装卸业务；进出口贸易（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围中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雅化公司董事长、高管王川任公司监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公司与雅化公司的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以往年度的执行情况，所有交

易均能按照交易合同约定按时履行，提供的产品质量较好，供货及时，能够满足

本公司的需求，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雅化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西藏中金新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龙运杰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孜孜荣村 

成立日期：2011 年 06月 07日 

中金新联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2021年度 2022年 9月 30日/2022

年前三季度 

总资产 16,953.74 6,922.58 

净资产 5,298.84 15,503 

营业收入 13,907.03 5,024 

净利润 48.17 -10.00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爆破设计施工、安全监理、安全评估（有效期至：2024

年 5月 18日），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爆破技术咨询与爆破技术服务；

现场混装多孔粒铵油炸药、现场混装乳化炸药生产；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

程、园林绿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公路工程设计、施工；矿产资源开采、采掘

工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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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巴桑顿珠任中金新联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公司与中金新联的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以往年度的执行情况，所有交

易均能按照交易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货款，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中金新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拉巴次仁 

注册资本：78602.5641 万元人民币 

住所：西藏昌都市卡若区特贡村经济技术开发区（水泥厂） 

成立日期：2012 年 05月 28日 

昌都高争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2021年

度 

2022年 9月 30日/2022

年前三季度 

总资产 193,184.49 186,873.33 

净资产 97,570.60 101,608.21 

营业收入 21,769.91 41,610.85 

净利润 -11,261.81 -12,194.05 

主营业务：各种水泥、水泥制品、商品熟料、石膏、石粉、石灰碎石的生产、

加工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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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联关系：昌都高争控股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公司与

昌都高争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以往年度的执行情况，所有交

易均能按照交易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货款，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昌都高争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本公司主要向雅化集团公司、雅化公司采购炸药、管类、索类等产品，向中

金新联销售炸药、管类、索类等产品；本公司向昌都高争提供建筑爆破施工服务。 

向关联方购买商品：参考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充分做好比质比价，寻找

最优方案。向关联方销售产品：销售价格不低于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提供同类

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向关联方提供爆破施工服务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价

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关联交易协议 

公司将适时与关联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关联交易的合同

或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能够充分利用关联双方的产业优势，有

利于资源整合，促进专业化管理，发挥协同效应，实现效率最大化，是合理的、

必要的；一定程度上亦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确保经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对

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上述关联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

司相对于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关

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将持续进行。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因市场需求增长和成本控制考虑，向关联方四川雅化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西藏中金新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销售以及提供爆破服务等关联交

易，为公司日常经营产生，符合公司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均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

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符合公司正常经营计划。 

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公司预计 2023 年从关联方采购商品、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向关联方提供爆

破施工服务的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产生，符合公司利益，交易价格将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的原则。议案经出席董事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过半

数审议同意，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议案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的实现，同时也考

虑了公司生产经营实际和公司中小股东意愿，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之事前认可意

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5、关联交易概述表。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