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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7              证券简称：高争民爆            公告编号：2022-007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及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2 年度，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争民爆”）

拟与关联方控股股东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建集团”）的子

公司西藏建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投工程”）、西藏日申租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日申租赁”）、西藏高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争投资”）、

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争物业”）进行关联交易，价格根据

市场定价原则，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1,131 万元。 

（二）董事会审批情况 

前述关联交易已经 2022年 1月 13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多吉罗布为藏建集团董事长、白永生为藏建集团副董事长、总

经理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在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重组上市，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由于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的控

股股东均为藏建集团，交易方属于公司关联法人，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内容的基本情况及交易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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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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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建投工程 建筑服务 600万元 

日申租赁 车辆租赁 200万元 

高争投资 办公室租赁 180万元 

高争物业 物业服务 151万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西藏建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万奎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MA6T3RH61G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建投工程为藏建集团全资子公司西藏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所：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路以西、格桑路以北总部经济基地（B栋）

1单元 5 层 503 号 

成立日期：2017 年 8月 29日 

建投工程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报告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2020 年

12月 31日 

9,171.82 780.67 14,949.36 665.33 

2021 年度/2021 年

12月 31日 

29,473.89 1,145.38 29,095.82 3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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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综合管廊、海

绵城市、供暖工程、市政工程、棚户区改造、商业配套设施、旧城改造、城市综

合体、特色小镇、景区旅游的投资、管理、建设、维护、运营（不含金融和经纪

业务、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

钢结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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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联关系：建投工程为藏建集团全资子公司西藏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

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公司与建投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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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认为关联方具备较好的履

约能力。 

经查询，建投工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 西藏日申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拉巴次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91MAB04GF910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日申租赁为藏建集团控股子公司西藏天路股份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天路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百益南岸小区 5栋 4单元 703 号 

成立日期：2021 年 5月 12日 

日申租赁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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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2020 年

12月 31日 

0 0 0 0 

2021 年度/2021 年

12月 31日 

828.83 697.72 33.40 -12.28 

经营范围：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住房租赁；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日用

百货销售；通信设备销售；汽车新车销售；国内贸易代理；企业管理；商务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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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装饰材料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线、电缆经营；工艺美

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砼结构构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

网络设备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办公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

设备租赁（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与公司关联关系：日申租赁为藏建集团控股子公司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天路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公司与日申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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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认为关联方具备较好的履

约能力。 

经查询，日申租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 西藏高争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灏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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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94MA6TCMD96M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争投资为藏建集团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西

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所：西藏拉萨市北京西路 133号原矿业办公楼 

成立日期：2018 年 12月 5日 

高争投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报告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2020 年

12月 31日 

73,150 52,936 6,896 959 

2021 年度/2021 年

12月 31日 

150,195.72 68,027.37 36,721.30 512.9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对建材、文化、旅游、健康、科技、信息产业的投资

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以上经营范围不得从事股权投资业务；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吸收公开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劵、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

交易证劵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

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矿产品（不含危化品和易燃易爆、易制毒

化学品）和建材产品销售（不含钢材木材）；现代物业管理（不含保安业务）；

农牧产品生产销售及技术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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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联关系：高争投资为藏建集团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公

司与高争投资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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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分析：根据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公司认为关联方具备较好的履

约能力。 

经查询，高争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维本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6.1858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710907352D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争物业为藏建集团全资子公司高争投资的全资子

公司；实际控制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所：拉萨市北京西路 133号 

成立日期：1999 年 9月 13日 

高争物业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2020 年

12月 31日 

1,067 -406 1,235 310 

2021 年度/2021 年

12月 31日 

1489.03 -308.09 2073.37 201.96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百货、建材销售；租赁；房产中介服务；

餐饮管理；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单位后勤

管理服务；房屋拆迁、建筑工程施工、园林绿化（不含爆破作业）；家政服务；

水电安装维护；停车场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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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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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关联关系：高争物业为藏建集团全资子公司高争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公司与高争物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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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认为关联方具备较好的履

约能力。 

经查询，高争物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高争投资 

1.标的资产概况。 

租赁房产位于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 18号，截止 2021 年 12月 31

日账面原值如下： 

单位：万元 

租赁地点 账面原值 已计提折旧 账面净值 

高争民爆办公楼 8,902.80 1,604.92 7,297.88 

注：此数据为办公楼及公司周转房整体数据，高争投资只租赁其中 2层。 

2、租赁资产为固定资产，已进行抵押贷款（2019 年 6月因公司流动资金不

足，公司将科研楼抵押贷款用于修建 703仓库搬迁项目建设和昌都办公楼建设），

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高争物业 

1.物业基本情况 

名称：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科研楼及周转房物业管理。 

物业类型：办公区、生活区物业。 

坐落位置：西藏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A区林琼岗路 18号。 

物业面积：16,668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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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委托管理事项 

客户服务：为高争民爆科研楼场地提供保洁服务、收发快递、邮件、会议服

务等； 

秩序维护：提供公共区域的日常保安巡逻、车辆指挥停放管理、消防及监控

管理工作；物业服务区内的绿化养护，物业服务区内的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

的日常管理以及维护； 

工程维修：负责公共区域内所有灯具、开关、插座以及排水等的零星修缮（不

含整体亮化工程）。 

电梯的维护保养：高争物业经公司同意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争民爆科研楼及

职工周转房内电梯的维修保养业务转包给具有特种设备专业资质的维保单位，但

不得将本物业的整体管理责任及义务转让给第三方，同时必须继续履行日常运行

保养及安全监督管理； 

监督管理：提供物业共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保养、巡视及外包

单位的管理； 

代收高争民爆的水电费，建立收费台账，每月 20 日前向高争民爆提供收支

报表及代收款事项；物业服务档案和物业档案的保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规定，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市场交易原则，本次有关交易均根据拉萨市场价格并经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确

定价格，签订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建投工程 

公司 703 总库维修项目拟与建投工程签订施工合同，交易价格根据拉萨市场

定价原则，合同金额为 1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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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线维修项目拟与建投工程签订施工合同，交易价格根据拉萨市场定

价原则，合同金额为 280,000 元； 

公司林芝、日喀则、阿里仓库增设导爆索隔墙项目拟与建投工程签订施工合

同，交易价格根据拉萨市场定价原则，合同金额为 120,000 元； 

公司科研楼装修改造项目拟与建投工程签订施工合同，交易价格根据拉萨市

场定价原则，合同金额为 320,000 元。 

公司因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需要拟与建投工程签订施工合同对公司各地区

仓库进行维修服务，交易价格根据拉萨市场定价原则，合同金额为 2,146,460

元。 

以上项目支付结算方式主要为工程施工完毕经双方验收合格，一次性支付

90%左右工程款，预留 5%-10%的质保金。相关合同尚未签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将签署相关合同。 

（二）日申租赁 

1.公司与日申租赁签订《汽车经营租赁合同》，租用一台别克 GL8（车牌号

为：藏 A9W166），租期为六年，租赁费用为 451,440 元； 

2.公司拟与日申租赁签订《汽车经营租赁合同》,拟租用两台奥迪 A6L（车

牌号为藏 A8X771、沪 C858ZT），租期为八年，租赁费用为 1,632,000 元； 

使用期限车辆实际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车船使用税、保险费、燃油

费、过路费、停车费、修理费等一切费用公司自行承担。 

经公司对西藏自治区内、区外市场调研比价日申租赁车辆年租金仅为市场价

格的 70%-80%，相关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求。 

部分合同尚未签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签署相关合同。 

（三）高争投资 

公司将办公楼部门办公室出租给高争投资，租赁价格根据拉萨市场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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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后，将适时与关联方签署关联

交易协议。 

（四）高争物业 

高争物业给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物业服务价格根据拉萨市场定价原则，

在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后，将适时与关联方签署关联

交易的合同或协议。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严

格按照《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公司与关联方定价是根据市场原

则，经公司与关联公司反复进行商业谈判所确定，充分体现了各方的商业利益，

完全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定价公允。 

上述关联交易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预计此类关联

交易将持续进行。 

七、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发生关联金

额合计为 11.93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与西藏建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西藏日申租赁有限

公司、西藏高争投资有限公司、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易，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的原则，没有侵害公司全体

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此项关联交易是合理的。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回避

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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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意见 

本着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与西藏建工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签订相关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认为：西藏建投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西藏日申租赁有限公司、西藏高争投资有限公司、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等关联方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在议案

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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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意见。 

5、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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