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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95         证券简称：中复神鹰        公告编号：2023-018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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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预计的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交易风险可

控，不会因该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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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关于确认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关联董事张国良、陈雨、张华、张斯纬、罗皞宇对部分关联交易进行了回

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 2023 年将要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需

要，属于正常商业行为，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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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任何影响。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3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不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基于此，

我们同意《关于确认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议案》。 

公司审计委员会就该议案发表了书面意见。非关联委员一致认为：公司 2022

年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和 2023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

需要，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金额定价以市场行情为

依据，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

方 

关联交易类

别 
公司名称 

 2023 年预

计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  

 2022 年累

计发生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中国

建材

集团

有限

公司

所属

企业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中复新水源科技有限公司     460.00   0.23      11.33  0.01 

根据公司业务规模增

长按照可能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上限进行预

计。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其他企业       3.00  0.00       5.70  0.00 / 

小计     463.00   0.23      17.03  0.01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其他企业     260.00  0.13      20.01  0.01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中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27,000.00  13.54  14,146.61  7.09 

根据公司业务规模及

市场情况按照可能发

生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进行预计。 

客户 B   6,000.00  3.01   1,920.77  0.96 

客户 A   4,000.00  2.01     160.39  0.08 

沈阳中复科金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3,500.00  1.75   1,372.18  0.69 

中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3,000.00  1.50     139.13  0.07 

中复碳芯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1.00     892.35  0.45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其他企业     100.00  0.05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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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45,600.00  22.86  18,631.43  9.34  

合计  46,323.00   23.22  18,668.47  9.36  

连云

港鹰

游纺

机集

团有

限公

司所

属企

业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连云港神鹰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700.00   1.85     712.17  0.36 
根据公司业务规模增

长按照可能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上限进行预

计。 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   3,500.00   1.75     198.07  0.10 

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其

他企业 
    310.00  0.16     196.38   0.10 / 

小计   7,510.00   3.76%   1,106.62   0.55%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提

供租赁 

连云港神鹰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5.01   5,972.03  2.99 

根据公司业务规模及

市场情况按照可能发

生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进行预计。 

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其

他企业 
      9.00  0.00       8.30   0.00 / 

小计  10,009.00  5.02   5,980.33   3.00  

合计  17,519.00   8.78   7,086.95    3.55  

连云

港市

工业

投资

集团

有限

公司

所属

企业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连云港市工投集团利海化工有限公司     450.00   0.23     255.63   0.13 / 

连云港纤维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50.00  0.03       3.90  0.00 / 

小计     500.00   0.25     259.53   0.13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连云港纤维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17.00  0.01      16.02  0.01 / 

合计     517.00   0.26     275.55   0.14  

总计  64,359.00   32.26  26,030.97    13.05  

注：1.本次预计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以及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的基数为 2022 年经审计的

营业收入；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在上述关联交易总额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人之间的关

联交易金额实现内部调剂（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型间的调剂）。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公司名称 
 2022 年预计

金额  

 2022 年累计

发生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中国建材

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

企业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中复新水源科技有限公司         -          11.33  /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其他企业         -           5.70  / 

小计        -         17.03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其他企业         -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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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中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14,100.00  14,146.61   / 

中复碳芯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6,200.00       892.35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

调整。 
客户 B    3,500.00     1,920.77  

沈阳中复科金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2,850.00     1,372.18  

客户 A      350.00       160.39  / 

中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 139.13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其他企业       70.00          -    / 

小计  27,070.00   18,631.43   

合计  27,070.00   18,668.47   

连云港鹰

游纺机集

团有限公

司所属企

业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连云港神鹰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386.80       712.17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

调整。 

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      264.77       198.07  / 

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其

他企业 
      36.75        196.38   / 

小计   2,688.32     1,106.62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提供租

赁 

连云港神鹰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250.00     5,972.03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

调整。 

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其

他企业 
       9.00  8.30  / 

小计   8,259.00     5,980.33    

合计  10,947.32     7,086.95     

连云港市

工业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

企业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连云港市工投集团利海化工有限公司      540.00        255.63    

连云港纤维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           3.90  / 

小计     540.00       259.53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连云港纤维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26.00        16.02  / 

合计     566.00       275.55    

总计  38,583.32  26,030.97  

2022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主要系公司预计

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测算，但受业务开展情况、

市场情况及关联方需求变化等影响，导致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的差

异，上述差异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1）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5 

 

成立时间 1981-09-28 

注册资本 1713614.628692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育先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号国海广场 2号楼（B座）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国务院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及其相关配套原辅材料的生产制造及生产技术、装备的研

究开发销售;新型建筑材料体系成套房屋的设计、销售、施工;装饰

材料的销售;房屋工程的设计、施工;仓储;建筑材料及相关领域的

投资、资产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会展服

务;矿产品的加工及销售;以新型建筑材料为主的房地产经营业务

和主兼营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 

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中国建材集团的总资产为 69,783,286.40

万元，净资产为 22,798,199.67 万元；2022 年 1-9 月的主营业务

收入为 27,531,618.13万元，净利润为 1,890,306.89 万元。（数据

未经审计） 

（2）中复新水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复新水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07-2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700579485819R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乔光辉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产业区金桥路 97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复合反渗透膜、纳滤膜、膜分离材料产品、水处理装置、膜分离

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膜分离技术及产品开发;水处理技术开

发;水处理工程系统集成;相关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维护保

障及设备开发;承接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

程、机电工程、环保工程施工;海水淡化厂、水厂、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管网的投资、建设、运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总资产 4,837 万元，净资产 3,709 万元；

2022 年 1-12月份营业收入 8,938万元，净利润 609 万元。（数

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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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4-10-2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766531550W 

注册资本 27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元正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长阳街 68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

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设计;技术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一般项目:阀门和旋塞研发;特

种设备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

设备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

品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

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合

成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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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销

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机械电气设备

制造;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软件开

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土地使用权租

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创业空间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汽车新车

销售;汽车旧车销售。 

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总资产 153,505.93 万元，净资产

570,517.50 万元；2022 年 1-12 月份营业收入 129,345.06 万

元，净利润 9,696.10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4）中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10-08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元正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普兴街道（新材料产业功能区）平塘东路 1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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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中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复合气瓶、复合材料压力容器、钢质无缝气瓶、钢制压力容器、铝

合金气瓶（以上项目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无缝金属内衬、复合材料及制品的生产、销售并提供

相关技术服务;机械设备销售;机械工程设计与安装;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

口业务。 

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总资产 101,990 万元，净资产 33,781 万元；

2022年 1-12月份营业收入 100,954万元，净利润 9,100万元。（数

据未经审计） 

（5）沈阳中复科金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沈阳中复科金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04-2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6769598902A 

注册资本 298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南洋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五号街 6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压力容器生产、销售;新材料及新工艺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法律法规限定经营的除外）;经营进出口

业务。 

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12月末总资产 9,000万元，净资产 4,000万元；

2022年 1-12月份营业收入 20,000万元，净利润 1,500万元。

（数据未经审计） 

（6）中复碳芯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复碳芯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12-2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700588437288F 

注册资本 888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任桂芳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光路 49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碳纤维复合材料芯及导线产品的开发、生产、安装（电力设施

除外）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其它各类线缆产品的开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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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电力设施除外）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安装金具 、配

件和工具的开发、生产、检验;碳纤维复合材料芯及导线产品原

材料的销售、检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产品及其它玻璃钢产品的

开发、生产、安装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总资产 95,732 万元，净资产 24,416 万

元；2022年 1-12月份营业收入 94,209万元，净利润 8,350.49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7）客户 A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对方客

户 A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鉴于上述

关联交易涉及内容属于公司商业秘密，披露交易信息可能对上市公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及交易对方的利益。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等法律法规及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制度》的有关规定，履行了

信息豁免披露内部登记及审批程序，为维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公司对本次

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进行了豁免披露。 

（8）客户 B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对方客

户 B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鉴于上述

关联交易涉及内容属于公司商业秘密，披露交易信息可能对上市公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及交易对方的利益。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等法律法规及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制度》的有关规定，履行了

信息豁免披露内部登记及审批程序，为维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公司对本次

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进行了豁免披露。 

2.持股 5%以上股东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1）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9-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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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国良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连云港市海州开发区瀛州路西振兴南路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张国良 

经营范围 纺织机械及配件、轻工机械及配件、纺织品生产、销售；环保设备、

碳纤维设备的研发、生产，并承接相关工程设计、提供技术咨询服

务；物业服务；财务信息咨询服务；项目管理；软件技术开发；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

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劳动保护用

品销售。 

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12月末总资产 409,400.50万元，净资产 141,742.79

万元；2022 年 1-12 月份营业收入 242,920.84 万元，净利润

43,017.82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2）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12-2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700086955771X 

注册资本 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斯纬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连云港市海州开发区振兴路 1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纺织机械及配件、皮革机械、环保设备、碳纤维设备的研发、

生产、销售;仪器仪表、金属材料销售;软件技术开发;纺机设备

安装工程、碳纤维设备安装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环保设

备安装工程、管道安装工程、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

特种设备制造。一般项目:特种设备销售。 

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总资产 162,415 万元，净资产 24,917 万

元；2022年 1-12月份营业收入 105,713万元，净利润 13,998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3）连云港神鹰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连云港神鹰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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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10-01-1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706550204315H 

注册资本 2295.6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罗明丰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工业区金桥路 1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模具设计、制造;数控机械、五金交电、低压电器加工;复合材

料的研发、销售;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加工;一类医疗器械、

建筑材料、运动器械、汽车配件（不含发动机）、鞋材、乐器;

纺织材料、纺织机械、钢材、工业机电设备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高性能纤

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 

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总资产 19,660 万元，净资产 16,842 万

元；2022年 1-12月份营业收入 18,800万元，净利润 2,134万

元。（数据未经审计） 

3.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1）连云港市工投集团利海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连云港市工投集团利海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10-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7005629466662 

注册资本 6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许网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连云港市连云区板桥工业园祥和路 8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危险化学品生产;货物进出

口;天然水收集与分配。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住房租赁;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 

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总资产 69,038 万元，净资产 39,099 万

元；2022 年 1-12 月份营业收入 35,549 万元，净利润 773 万

元。（数据未经审计） 

（2）连云港纤维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连云港纤维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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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14-12-18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士华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工业区大浦路 20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经营范围 纤维、纤维复合材料的生产、工艺研发及技术咨询；纤维材料生产

设备设计、制造；纤维生产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配件研发、

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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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12月末总资产 1,109.62万元，净资产 885.92万元；

2022年 1-12月份营业收入 129.37万元，净利润-289 万元。（数据

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企业关系 

中复新水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

业 

中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客户 B 

客户 A 

沈阳中复科金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中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中复碳芯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企业 连云港神鹰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工投集团利海化工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连云港纤维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

稳定，与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财务状况

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

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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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与相关关联方 2023 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

出售商品、向关联方采购商品等，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将遵

循公开、公平、公正、合理、价格公允的原则，交易双方将首先以同类产品或服

务的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或以招标的方式确定交易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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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将在每次交易前与各关联方签署

具体的单项协议，对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包括各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控制公

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型、交易定价原则等予以约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为维护双方利益，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具体

合同或协议，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条款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属

于正常性业务，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结算时间和方式的合理性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基于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

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商业惯例，上述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

双方将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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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上述

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较大的依赖。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

的情况下，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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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关联交易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开展，遵

循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向关联

方输送利益的情况，且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复神鹰上述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相关议

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要求。 

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系出于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

于提高公司运行效率及经济效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上

市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复神鹰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3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