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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3-004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于公司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届时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

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日常关联交易并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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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16 日，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审议上述议案过程中，在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与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建材贸易”）、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复连众”）、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新建材”）的关联交

易进行表决时，4 名关联董事常张利、蔡国斌、刘燕、倪金瑞回避表决，5 名非

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在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与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恒石纤维”）、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石集团”）及其下属

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2名关联董事张毓强、张健侃回避

表决，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23 年度预计的各项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经

营活动所需，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对公司独

立性亦不会造成影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相关事项。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届时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3年度预计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将与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534,260万元，关联交易的项目及金额预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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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未经审

计） 

占同类业

务比例（%）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中建材贸易 12,420 0.65 17,202 0.85 

中复连众 6,140 0.32 6,999 0.35 

北新建材 1,500 0.08 988 0.05 

振石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

直接和间接控

股公司 

318,686 16.75 181,704 9.00 

恒石纤维 25,824 1.36 25,721 1.27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振石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之直

接或间接控股

公司 

169,690 17.59 122,955 10.82 

合计 534,260  355,569  

备注：2022年实际发生金额与 2022年预计金额的差异情况，将根据 2022

年度审计结果另行披露。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建材贸易系成立于 2004 年 8 月 17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住所为北京

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商务中心 4 号楼 17 层；法定代表人为王立鹤；注册

资本 30,095.69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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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汽车配件、五金交电、矿产品、

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木材、纸

张、土产品、日用品、针纺织品、谷物、豆类、薯类；装饰设计；家居设计；技

术开发；承办展览展示；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

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公务）（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

证有效期至 2022年 04月 0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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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9 月 30日，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22.54亿元，

负债总额为 16.79 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0.55 亿元。（注：

以上为该公司 2022 年未经审计的合并口径数据）  

中建材贸易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

规定，中建材贸易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中建材贸易由中建材国际物产有限公司控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在物流贸易板块的重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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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中复连众成立于 1989 年 10 月；目前住所为连云港市新浦区海连东路 195

号；法定代表人为乔光辉；注册资本 26,130.75349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风

力发电叶片、压力管道、玻璃钢及其它复合材料制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

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复合材料相关设备的制造；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

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及成员企业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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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保温工程、环保工程及市政公用工程的设计、施

工总承包业务；与主营业务相关原材料的检验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检验；对外承包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以及与工程相

关的商品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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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9 月 30日，连云港中复连众的总资产为 64.21亿元，负债总额

为 27.89 亿元；2022 年 1-9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7.10亿元。（注：以上为该公

司 2022 年未经审计的合并口径数据） 

中复连众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中

复连众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中复连众主要从事风力发电机叶片、玻璃钢及其他复合材料制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复合材料业务板块的重要企业，与国

内外众多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3、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振石集团系成立于 1989年 6月 1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住所为浙江省桐

乡市梧桐街道复兴路；法定代表人为张毓强；注册资本 1.97 亿元人民币；经营

范围：一般项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玻

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玻璃纤

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生

产专用机械制造；非金属矿物材料成型机械制造；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石灰和石膏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耐火

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终端计量设备

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

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箱包销

售；皮革制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 ；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仪器仪

表修理；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

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煤

炭及制品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

量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通用设

备修理；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专用设备修理；金属材料销售；

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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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振石集团的总资产为 336.32 亿元，负债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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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0亿元；2022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89.19 亿元。（注：以上为该公司 2022

年未经审计的合并口径数据） 

振石集团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振石集团及其下

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振石集团是一家多元化发展的集团企业，主营业务涵盖玻纤制造、

风电基材、特种钢材、复合新材、物流贸易、矿产开发、酒店旅游、房产开发、

健康体检、科技研发、金融投资等。2022 年，振石集团位列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 229位，其核心业务位列同行业和地区前列，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履约能力。 

4、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 

恒石纤维系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7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住所为桐乡经济

开发区广运南路 1 号；法定代表人为黄钧筠；注册资本 13,784 万美元；经营范

围：生产销售玻璃纤维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的检测；玻璃纤维及其制品检测

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恒石纤维的总资产为 43.21亿元，负债总额为 23.99

亿元；2022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4.21 亿元。（注：以上为该公司 2022 年未经

审计的合并口径数据） 

恒石纤维为公司关联自然人间接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恒石纤维构成

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恒石纤维主要从事风能基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被评

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工业设计中心、首批“品

质浙货”出口领军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浙江出口名牌”企业，年生产

能力达 50 余万吨，生产规模全国最大，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中排前 3 位，具有较

强的经济实力和履约能力。 

5、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北新建材系成立于 1997 年 05 月 30 日的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住所为北京市

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 15 层；法定代表人为王兵；注册资本

168,950.784200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制造新型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水暖管件、装饰材料、建材机

械电器设备、新型建筑材料的房屋；销售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化工产品、

装饰材料、建材机械电器设备、新型建筑材料的房屋、金属材料、矿产品、五金

交电、建筑机械、建筑防水材料、涂料、砂浆、水泥制品、保温隔热材料、粘接

材料；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环保节能产品的

开发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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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业务；经营本

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设备租赁；

物业管理；以下项目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制造建筑防水材料、涂料、砂浆、水

泥制品、保温隔热材料、粘接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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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北新建材的总资产为 287.30亿元，负债总额为 80.68

亿元；2022 年前三季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3.10 亿元。（注：由于北新建材为

上市公司，尚未披露 2022年年报，故相关数据仅统计至 2022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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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北新建材主营业务是为各类建筑提供石膏板龙骨万能板矿棉板

“全屋装配”室内系统、防水材料、涂料粉料砂浆系统，为客户提供绿色建筑系

统解决方案。主要产品有石膏板、龙骨、防水卷材、防水涂料、防水工程。旗下

“龙牌”和“泰山”产品拥有极高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目前，公司品牌价值

达到 815.59 亿元，位居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第 71位；公司连续多年入选“亚

洲品牌 500 强”，位居亚洲品牌建材行业前三强；公司 2016 年荣获中国工业领

域最高奖项“中国工业大奖”，2019年，被全球权威评级机构穆迪授予 A3评级，

荣获中国质量管理领域最高奖——全国质量奖；2021 年再获全球顶级权威评级

机构标普 A-评级，荣获亚洲质量管理领域最高奖——亚洲质量卓越奖。北新建

材为中国同行业唯一荣获亚洲质量奖和全国质量奖的企业，全球同行业唯一荣获

国际权威评级机构双 A区间评级的企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进行的，符合

商业惯例，上述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双方将以同类产品或服

务的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若

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双方约定将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交易价

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持续、经常性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经营业务往来，

有利于根据各方的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及提高生产效率，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

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

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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