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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18 年与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 31,300 万元。上
年度，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
额为 20,288.80 万元。
2018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李
新华、彭建新、薛忠民回避表决。该项议案尚须获得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
批准，控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
别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日前
一月已发生金
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的总金额（万
元）

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

接受房屋
租赁

300.00

0.00

223.47

中材矿山建设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购买商品

5,000.00

398.94

2,669.48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商品

4,000.00

836.85

2,542.03

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000.00

102.36

455.96

中国中材进出口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000.00

0.00

2,588.59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所属公司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10,000.00

1,738.45

—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所属公司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4,000.00

256.19

—

31,300.00

3,332.79

—

合计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223.47

300.00

0.03%

22.18%

购买商品

2,669.48

5,000.00

0.36%

46.61%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
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销售商品

2,542.03

4,000.00

0.25%

36.45%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所
属公司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8,307.11

10,000.00

0.81%

16.93%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所
属公司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6,546.71

6,000.00

0.88%

9.11%

20,288.80

25,300.00

-

-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
别

实际发生金
额

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

接受房屋
租赁

中材矿山建设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合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玻院”）
法定代表人：赵长胜
注册资本：3,093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康庄镇南
主营范围：玻璃钢、复合材料及原辅材料、玻璃球、树脂、玻璃纤维制品、
化工原料及产品、机电、环保设备、玻璃钢成型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的研
制、生产；主办《玻璃钢/复合材料》期刊；制售中餐（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
不含生食海产品）；玻璃钢、复合材料及原辅材料、玻璃球、树脂、玻璃纤维制
品、化工原料及产品、机电、环保设备、玻璃钢成型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
的销售；信息网络技术的开发；技术咨询、服务、开发、转让；承接分析测试；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玻
璃钢/复合材料》杂志发布广告；房屋修缮；职业技能鉴定；会议服务；承办展
览展示活动；出租商业用房；租赁铂铑合金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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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矿山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矿山”）

法定代表人：段志春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辰区开发区主干道北
经营范围：矿山、铁路、公路、隧道、桥梁、堤坝、电站、码头工程施工；
基础工程施工；地面建筑工程施工；线路、管道（限常压）、机械设备安装工程
施工；建筑、构筑物拆除；矿山勘测；非标设备加工；货物搬倒；工程机械配件
加工、销售；工程机械修理；房屋租赁；以下限分支经营：石灰石、矿石开采、
加工、销售；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矿山机械设备批发兼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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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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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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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乔光辉
注册资本：26,130.75349 万元
注册地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海连东路 19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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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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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金晶”）
法定代表人：王建
注册资本：20,395.68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淄博高新区裕民路 122 号
经营范围：其它非金属及非金属复合压力管道元件（仅限纤维缠绕增强热固
性树脂压力管、管件）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玻璃钢罐体、钢罐体、玻璃纤

维增强塑料制品研制、生产、销售、安装；玻璃纤维及制品、玻璃钢、复合材料、
原辅材料、树脂、玻璃球、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以上两项不含危险化学品）、
机电设备、玻璃纤维成型设备、玻璃钢成型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防腐保
温工程研制、生产、销售、安装，信息网络技术开发，玻璃纤维技术咨询、服务、
开发、转让、分析测试，货物、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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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国中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进出口”）
法定代表人：韩瑞明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73 号 A 座 13 层
经营范围：粮食收购；销售食品；进出口业务；重油、焦炭、建筑材料、钢
材、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饲料、化肥、橡胶、汽车的销售；
国际货运代理、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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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建材集团”）
法定代表人：宋志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619,133.857284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B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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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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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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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北玻院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全资企业。预计 2018 年与本公司进行

的房租租赁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300 万元。
（2）中材矿山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下属全资企业。预计 2018 年与本公司进行
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5,000 万元。
（3）中复连众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控股企业。预计 2018 年与本公司进
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4,000 万元。
（4）中材金晶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下属控股企业。预计 2018 年与本公司进行
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4,000 万元。
（5）中材进出口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下属控股企业。预计 2018 年与本公司进
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4,000 万元。
（6）中国建材集团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2018 年，本公司预计与中国建材
集团下属企业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除上述单独预计的金额）约为
14,000 万元。其中，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约 10,000 万元；购买
商品或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约 4,000 万元。
3、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公司经营良好，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
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
格确定。公司与关联方的采购、销售及提供劳务等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采购、销
售或劳务发生时签署；与北玻院的房屋租赁协议在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后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中材矿山购买石英砂、叶蜡石，向中材进出口购买硼钙石，向中材金
晶购买薄毡，向中复连众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向实际控制人所属水泥企业销售
过滤材料均是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
易，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的正
常业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及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上述关联交易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公司预计的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采用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定价制度，
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公司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交易公平，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