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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3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15-008  

债券代码：122257     债券简称：12岳纸 01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预计 2015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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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本事项将提交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公司

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存在依赖该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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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5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关于确认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关

联董事黄欣、青雷、梁明武、蒋利亚由于兼任关联法人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为本公司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并同意将本

事项提交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1、董事

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2、公司 2014年度关联交易公平、公正，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

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交易金额控制在股东大会批准的范围内，不影响

公司独立性，未发现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3、2015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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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15 年经营计划确定，交易按市场定价进行，符合“公平、公正、公

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确认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二）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第二十七次会议分别审

议批准了《关于确认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向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造纸用浆的关联交易议案》、《关于部分

调增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2014年度内与关联方

发生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114,500.00万元，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

联交易28,155.00万元。 

2014 年公司在已批准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内，按照有关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规定，对与相关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严格管理，采取公平、公正、

市场化交易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全年发生采购商品和接受

劳务的关联交易 84,496.83 万元，占预计金额的 73.80%；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的关联交易 28,139.61万元，占预计金额的 99.95%。 

1、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定价 

方式 

2013 年预计

数（万元） 

2014 年发生数 

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岳阳安泰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8,400.00 7,595.36 7.05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恒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土建、安

装、维修 
市场价 7,000.00 

   

9,160.90  

 

8.15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洪江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50.00 71.70 0.01 

湖南永州飞翔物资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800.00 275.33 0.05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租赁

费等 
市场价 450.00   1,426.50  100.00 

天津港保税区中物投资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燃煤等材

料 
市场价 35,000.00 26,151.58 4.31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装卸

劳务 
市场价 3,000.00 

   

2,869.81  

 

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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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 

设备、材

料、土建安

装 

市场价 3,300.00 2,704.89 7.25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7,000.00 10,369.09 1.71 

岳阳市洪家州社区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材料、绿化

工程 
市场价 300.00 892.68 1.25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25,000.00 15,491.08 2.55 

岳阳英格瓷安泰矿物有限公司 轻钙 市场价 6,500.00 4,963.44 100.00 

湖南泰格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代收代支

保险费 
协议价 1,000.00 454.16 100.00 

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4,600.00 1,951.90 0.32 

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2,000.00 88.60 0.01 

佛山华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0 29.81 0.00 

小计   114,500.00  84,496.83    

2、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定价方

式 

2013 年预计

数（万元） 

2014 年发生数 

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纸产品 市场价 0       1.20  - 

泰格林纸集团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50.00 - -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洪江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 

化工材料、

浆板、木材 
市场价 2,500.00   2,117.90  0.30 

湖南永州飞翔物资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汽、

材料 
市场价 7,000.00   7,738.82  26.88 

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浆板 市场价  7,600.00  9,191.11      8.94 

岳阳安泰实业有限公司 

水、电、汽、

材料及纸

产品 

市场价 1,500.00   1,109.41  0.48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汽、

运输装卸 
市场价 50.00     15.51  0.01 

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 
水、电、汽、

材料 
市场价 600.00  488.11   3.02 

岳阳市洪家洲社区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水、电、汽 市场价 500.00     371.54  2.16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水、电、汽、

材料 
市场价 1,000.00     360.60  1.68 

岳阳英格瓷安泰矿物有限公司 水、电、汽 市场价 1,000.00     710.10  4.13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浆板 市场价 0   2,089.10  0.30 

岳阳印友纸品有限公司 浆板 市场价 4,200.00   2,995.34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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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 浆板 市场价 1,555.00     555.80  0.08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浆板 市场价 300.00     167.04  0.02 

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浆板 市场价 300.00     228.03  0.03 

小计     28,155.00   28,139.61   

3、说明 

（1）2014 年度未作预计且该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向佛山华新进出口有限

公司新增采购 29.81万元废纸；向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新增出售 1.2万元纸产

品；向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新增销售浆板 2,089.10 万元。 

（2）向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超出预计数 2,160.90 万元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骏泰浆纸与双阳林化土建工程

增加所致；向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超出预计数 976.5

万元主要是新增集中采购服务费所致；向岳阳市洪家州社区管理中心有限公司采

购商品和接受劳务超出预计数 592.68 万元主要是后勤服务费增加所致。 

（3）向湖南永州飞翔物资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超出预计

数 738.82 万元主要是公司出售黑液量增加所致；向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售

商品和提供劳务超出预计数 1,591.11 万元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骏泰浆纸向其

销售浆板量增加导致。 

（三）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根据公司 2014年度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结合公司 2015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为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达到通过关联交易实现公司与关联

方产生互赢的效果，公司对 2015 年度与关联单位可能产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

预计。具体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内容 定价方式 
2015 年 

预计数 

岳阳安泰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8,500.00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土建、安装、维修 市场价 10,000.00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洪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00.00 

湖南永州飞翔物资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300.00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费、租赁费、材料 市场价 12,000.00 

天津港保税区中物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燃煤等材料 市场价 28,000.00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装卸劳务 市场价 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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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 设备、材料、土建安装 市场价 3,000.00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材料 市场价 12,000.00 

佛山华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废纸 市场价 50.00 

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2,200.00 

岳阳市洪家州社区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材料、绿化工程 市场价 1,000.00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0,000.00 

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00.00 

岳阳英格瓷安泰矿物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6,000.00 

湖南泰格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代收代支保险费 

根据公司

实际发生

代收代支 

500.00 

关联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小计   96,770.00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水、电、汽、材料  450.00 

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材料、浆板 市场价 10,000.00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洪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材料、浆板、木材  2,500.00 

岳阳安泰实业有限公司 
水、电、汽、材料及纸

产品 
市场价 1,400.00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汽、运输装卸 市场价 20.00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纸产品 市场价 5.00 

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 水、电、汽、材料 市场价 600.00 

岳阳市洪家洲社区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水、电、汽 市场价 500.00 

岳阳英格瓷安泰矿物有限公司 水、电、汽 市场价 800.00 

湖南永州飞翔物资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汽、材料 市场价 8,000.00 

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浆板 市场价 300.00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浆板 市场价 2,500.00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浆板 市场价 200.00 

岳阳印友纸品有限责任公司 浆板 市场价 3,500.00 

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 浆板 市场价 600.00 

关联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小计   31,375.00  

合   计   128,145.00 

备注：泰格林纸集团含其分公司。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格林纸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持有本公司 37.34 %股份；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纸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纸业”）为本公司直接控制人，持有泰格林纸集

团 55.92%股份；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珠海金鸡化工 51%股份，本公司

与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同受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而天津港保税区中物投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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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华新进出口有限公司均受中国

纸业控制；其他关联方为泰格林纸集团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能实施影响的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有关关联关系的规定以上关联

方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关系，公司与其产生的日常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直接控制人 403,300  

林浆纸生产、开发及利用，重要工业品投资

及开发，进出口贸易，煤炭、焦炭批发、零

售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 408,394 

纸浆、机制纸及纸板制造，林化产品的研究

开发、生产、销售 

岳阳安泰实业有限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

团控制 
10,000 

造纸化工产品、纸板及包装产品、经贸及印

刷品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

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

团控制 
4,192 装卸运输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

限责任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

团控制 
1,280 废旧物资的回收、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恒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

团控制 
2,160 

凭资质证从事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设计、

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湖南永州飞翔物资产业有

限责任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

团控制 
138 

机制纸及纸品、农副产品（政策允许）、轻化

产品、建材及废金属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洪江纸

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

团控制 
200 浆板纸制品制造、环保综合利用 

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

团控制 
75,000 制浆、造纸及浆、纸品的生产、销售 

岳阳市洪家洲社区管理中

心有限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

团控制 
80 物业管理；园林绿化；餐饮服务等 

岳阳印友纸品有限责任公

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

团控制 

500  

 

纸制品的加工、销售及服务  

 

湖南泰格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

团控制 
1,000 保险中介 

岳阳英格瓷安泰矿物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

子公司岳阳安泰

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 45%股份 

3,000 生产、加工、销售碳酸钙及其他相关产品 

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能实施

影响 
8,700 制浆造纸机械及备品配件的加工制造 

天津港保税区中物投资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中国纸业控

制 
3,000 

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国际贸易；咨询

服务；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投资 

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纸业控 6,927.19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羧基丁苯胶乳、超细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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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碳酸钙（不含危险及易制毒化学品 

佛山华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纸业控

制 
2,000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

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销售煤炭；收购废纸、

废旧报纸（仅限于生产性原料采购）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 

同受实际控制人

控制 

31,680  

 

 

机械纸、板纸、加工纸等中高档文化用纸及

生活用纸的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生产所

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 

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 
同受实际控制人

控制 

65,439.5  

 

机制纸、纸制品生产、销售；按进出口企业

资格证书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进出口业务 

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纸业控

制 

98,455.933  

 

生产和销售高档纸及纸板；纸浆、纸及纸制

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

学品）、电器及配件、机械设备、矿产品（不

含贵金属矿和铁矿石）的批发 

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有序，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交易内容及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交易内容说明 

中国纸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相互提供

产品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煤炭供应、浆板、采购服务、材料等。 

公司向泰格林纸集团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为水电汽、浆板、化工材料、双氧水

等商品供应及服务，泰格林纸集团向公司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为设备、煤炭、浆板、

废纸、材料、轻钙、废纸、监理、租赁、机械加工、保险经纪、运输装卸、土建、

安装、维修劳务及其他产品服务。双方在向对方提供产品和服务时，包括泰格林

纸集团及其子公司或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2、定价的政策依据 

保险费按实际发生额代收代支。 

    根据《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双方（包括中国纸业及其子公司或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的产品服务的定价原

则遵循：如有国家规定的强制价格，则按国家规定价格执行；如无国家规定的强

制价格，则参照适用的市场价格，若无以上两种标准则按公平、等价、公正、合

理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供应商品

http://news.stockstar.com/info2008/colnews.aspx?id=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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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服务框架协议》，双方（包括泰格林纸集团及其子公司或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提供的产品服务的定价遵循市场价格原则，以及“优势”原则，即双方商品供应

和服务提供，在商品质量、服务质量、价格或报酬等应优于第三方。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提

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采购成本，有效地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受地域

影响，上述部分公司住所距本公司住所较近，不仅便于及时联系、及时交货、及

时服务，也有利于减少运输成本；公司与上述单位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时，需经过

严格的审批程序并参考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或国家规定的强制价格执行，以合

同形式予以约定相关条款，将使关联交易的风险得到良好的控制。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交易价格均是以国家规定价格或市场价格为参照进行的公允交易，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均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作保障，是交易双方

充分利用了各自所拥有的产业资源和优势，在确保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的同

时，降低费用、防范风险，实现双赢。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

或收入、利润来源不存在依赖该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