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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7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3-015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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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根据

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有利于公司集中

优势扩大主营业务，降低成本费用，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金运

用效益。该等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无不利影响，亦不影响

公司独立性。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规范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拟与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学工程”）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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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3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及《关于调整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表决时，关联董

事戴和根、文岗回避了上述两项议案的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非

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的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该关联交易事项是根据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所需发生的，是公

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该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按照平等、

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及正常商业条款订立，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金额和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该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经核查，2022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因正常

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且定价依据合理、公允，决策程序合

法，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况。该议案申请调整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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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并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过程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预测，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交

易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2 年 

预计金额 

2022 年 

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及接受劳务 

中国化学集团及

下属公司 
450,000 201,720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及提供劳务 

中国化学集团及

下属公司 
470,000 136,373 

小计 / 920,000 338,093 

财务公司存款 

（日最高余额） 

中国化学集团及

下属公司 
2,640,000 610,000 

财务公司贷款 

（日最高余额） 

中国化学集团及

下属公司 
650,000 525,400 

财务公司其他金融

服务 

中国化学集团及

下属公司 
300,000 106,100 

财务公司利息 

及其他支出 

中国化学集团及

下属公司 
20,000 5,799 

财务公司利息 

及其他收入 

中国化学集团及

下属公司 
15,000 10,955 

小计 / 3,625,000 1,258,254 

保理业务 

中国化学集团下

属中化学保理公

司 

200,000 158,223 

反向保理业务 

中国化学集团下

属中化学保理公

司 

600,000 7,661 

小计 / 800,000 165,884 

融资租赁业务 
中国化学集团下

属国化租赁公司 
330,000 1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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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2 年 

预计金额 

2022 年 

实际发生金额 

中国化学集团下

属华旭租赁公司 
200,000 100,000 

小计 / 530,000 115,176 

2022 年度本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5,875,000万元，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877,407万

元。2022 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的实际发生金额均未超出预计金额。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调整 

对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调整和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汇总信息如下： 

1.生产经营板块预计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3 年预计金额（万元） 2024 年 

预计金额 

（万元） 调整前 调整后 

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及接受劳务 

中国化学集团

及下属公司 
550,000 550,000 580,000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及提供劳务 

中国化学集团

及下属公司 
510,000 510,000 550,000 

小计 / 1,060,000 1,060,000 1,130,000 

2.金融和类金融业务板块预计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3 年预计金额（万元） 2024 年 

预计金额 

（万元） 调整前 调整后 

财务公司存款 

（日最高余额） 中国化学集团

及下属公司 

3,168,000 3,168,000 2,000,000 

财务公司贷款 

（日最高余额） 
800,000 800,000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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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3 年预计金额（万元） 2024 年 

预计金额 

（万元） 调整前 调整后 

财务公司其他金

融服务 
400,000 400,000 500,000 

财务公司利息 

及其他支出 
25,000 20,000 25,000 

财务公司利息 

及其他收入 
20,000 25,000 35,000 

小计 / 4,413,000 4,413,000 3,760,000 

保理业务 
中国化学集团

下属中化学保

理公司 

360,000 900,000 1,000,000 

反向保理业务 900,000 90,000 180,000 

保理综合服务 / 10,000 20,000 

小计 / 1,260,000 1,000,000 1,200,000 

融资租赁业务 

中国化学集团

下属国化租赁

公司 

330,000 350,000 350,000 

中国化学集团

下属华旭租赁

公司 

200,000 300,000 300,000 

小计 / 530,000 650,000 650,000 

贸易和金融服务 

中国化学集团

下属国化资源

（香港）有限

公司 

/ 100,000 100,000 

中国化学集团

下属（澳门）

一人有限公司 

/ 100,000 100,000 

小计 / / 200,000 200,000 

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调整前总计为

7,263,000 万元，调整后总计为 7,323,000 万元；预计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为 6,94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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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领导和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注

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 2 号，法定代表人戴和根，

注册资本 710,00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工程施工（承包）、

设计等。 

中国化学工程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 2076.67

亿元，所有者权益 674.83 亿元，营业收入 1520.16 亿元，净利

润 59.73亿元。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化学工程直接及间接持有公

司 44.62%股权。中国化学工程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与中国化

学工程发生的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中国化学工程及下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

好，不存在无法履行交易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因工程施工、租赁经营、物资采购和委托

管理等需求，计划向关联方购买物资商品、接受劳务、将部分专

业工程分包给关联方或委托关联方管理，并向关联方销售物资商

品、提供劳务、从关联方承接部分专业工程分包或管理业务。分

包业务基于建筑市场通用规则采取招投标方式，有关工程公司按

照投标报价及评标标准确定中标单位；物资采购、租赁业务和委

托管理业务定价在市场交易价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不影响公司

独立性。以上业务均不存在控股股东干预及在价格方面给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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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优待的情况。 

财务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存款、各项贷款（自营贷款、应收账

款保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票据承兑、非融资性保函等金

融服务。存款利率以人民银行同类型存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银行

市场报价水平，由双方协商确定。各项贷款利率参考中国一般金

融机构就类似业务收取的利率公平协商厘定，其中自营贷款利率

参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同时考虑借款人信用程度和贷款

性质等因素综合确定；其他金融服务由财务公司根据相关业务开

展时中国人民银行等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费率及相关成本基础

上加成计算确定。 

中化学保理作为关联人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保理、应收

账款催收管理、其他综合金融服务（保理业务）；针对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的供应商开展无追索保理业务而形成对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的应收款项（反向保理业务）；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保

理综合服务（保理综合服务），通过银行机构为其融资。以上业

务的综合成本参照当前市场水平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国化租赁和华旭租赁作为关联人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

融资租赁服务，关联交易价格主要依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整，符合一般

商业惯例。 

中国化学集团下属国化资源（香港）有限公司和（澳门）一

人有限公司作为关联人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供应链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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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境外项目融资、境外公司融资、跨国收并购、国际贸易相关

服务、平台系统服务和境外资产配置等贸易服务和金融服务，业

务综合成本参照当前市场水平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本协议的有效期为三年，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本协议并加盖双方公章，以及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本协议项下

关联交易事宜生效。协议有效期届满之前，双方协商一致可续签。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工程总分包、租赁、物资采

购及委托管理交易均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

则进行，有利于公司集中优势扩大主营业务，降低成本费用，增

加公司工程承接数量。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的金融服务有利于加强

财务公司的资金管理，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金运用效益，扩大

业务规模，增强盈利能力。该等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无不

利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本议案内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