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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3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13-020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预计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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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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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对《关于确认201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童来

明、洪军、吴佳林、黄欣、王奇、蒋利亚回避表决，以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

上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二）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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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预

计数（万

元） 

2012 年发生数 

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湖南省林纸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2,450 316.3 0.23 

佛山华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浆板 市场价 500   

岳阳安泰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3,380 9,202.2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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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0 7,129.63 8.96 

洪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200 480.57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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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飞翔物资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2,870 2,546.70 2.13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租赁费 市场价 1,003 647.2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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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31,212.56 4.32 

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50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装卸劳务 市场价 3,760 4,314.08 35.21 

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 
设备、材料、土建

安装 
市场价 5,339 4,196.11 11.81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25,050 13,077.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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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 642.34 63.2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0,000 14,567.33 2.13 

岳阳英格瓷安泰矿物有限公司 轻钙 协议价 9,000 5,522.35 100.00 

岳阳国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0 103.96 0.02 

湖南泰格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代收代支保险费 协议价 3,000 1,950.22 100.00 

小计   122,652 95,9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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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预

计数（万

元） 

2012 年发生数 

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纸产品 市场价  1.65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纸产品 市场价 18,000 1,237.9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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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材料、浆板、

木材 
市场价 2,000 256.06 0.01 

泰格林纸集团怀化林化产品科研开发

分公司 
水、电、汽、材料 市场价 5,100 1,413.84 9.79 

泰格林纸集团林化产品科研开发永州

分公司 
材料 市场价 500 200.86 1.46 

泰格林纸集团岳阳林化产品科研开发

分公司 
材料 市场价 800   

永州飞翔物资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汽、材料 市场价 3,250 4,826.44 22.63 

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浆板 市场价 5,130 2,403.74 0.41 

岳阳安泰实业有限公司 
水、电、汽、材料

及纸产品 
市场价 5,600 1,132.73 0.22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汽、运输

装卸 
市场价 40 38.49 0.26 

中轻国泰机械有限公司 水、电、汽、材料 市场价 700 433.76 2.84 

岳阳市洪家洲社区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水、电、汽 市场价 500 432.56 2.81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水、电、汽、材料 市场价 50 3.4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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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英格瓷安泰矿物有限公司 水、电、汽 市场价 1,000 810.56 4.67 

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浆板 市场价 14,000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煤渣、水、电、汽 市场价 500 99.96 0.6 

小计   57,220 13,292.01  

说明：向天津港保税区中物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燃煤等材料超出预计

数 6,212.56万元，系 2012年增加了煤炭采购量所致；向洪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超出预计数 280.57 万元主要是增加了木片采购量所致；向岳阳国安化

工采购材料 2012年未作预计且该年度发生 103.96万元主要原因是结算往年未结

算发票所致；向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采购材料超出预计数 4,567.33 万元主要是

因为 2012 年度增加了浆板的采购量所致。接受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运

输、装卸劳务费用超出预计数 554.08 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司采购进口浆板数量

增加导致运输、装卸劳务费用增加；对永州飞翔物资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商品

较预计数增加 1,576.44 万元，主要是由于增加了黑液的销售量和销售价格上涨

所致。 

（三）2013年度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内容 定价方式 
2013 年 

预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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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0.00 

洪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200.00 

岳阳安泰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3,258.00 

永州飞翔物资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5,000.00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费、租赁、服

务费 
市场价 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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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07.69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装卸劳务 市场价 3,900.00 

中轻国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材料、土建

安装 
市场价 4,600.00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25,6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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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00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5,000.00 

岳阳英格瓷安泰矿物有限公司 轻钙 市场价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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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关联采购小计   126,1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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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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浆板、木材 市场价 70.00 

永州飞翔物资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汽、材料 市场价 5,000.00 

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浆板 市场价 500.00 

岳阳安泰实业有限公司 
水、电、汽、材料

及纸产品 
市场价 5,000.00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汽 市场价 50.00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煤渣、水、电、汽 市场价 500.00 

中轻国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汽、材料 市场价 700.00 

岳阳市洪家洲社区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水、电、汽 市场价 500.00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水、电、汽、材料 市场价 1,950.00 

岳阳英格瓷安泰矿物有限公司 水、电、汽、材料 市场价 1,000.00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纸产品 市场价 330.00 

关联销售小计   15,650.00  

合   计   141，7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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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总公司为本公司直接控制人，持有泰格林纸集团 55.92%股份；广东冠豪高

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港保税区中物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均受中国纸业投

资总公司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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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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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岳阳安泰实业有限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团

控制 
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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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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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废旧物资的回收、化工产

品的生产和销售 

湖南省林纸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团

控制 
8,000 万元 原材料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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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机制纸及纸品、农副产品

（政策允许）、轻化产品、

建材及废金属 

岳阳国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团

控制 
190 万元 生产、销售双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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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印友纸品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团

控制 
500万元 

纸制品的加工、销售及服

务 

洪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团

控制 
200 万元 生产包装纸及浆板 

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团

控制 
7.5 亿元 纸及纸板 

泰格林纸集团怀化林化产品科研

开发分公司 

泰格林纸集团分公

司 
无 

制浆、造纸中化工原料的

科研、开发、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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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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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物业管理；园林绿化；餐

饮服务等 

湖南泰格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同受泰格林纸集团

控制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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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生产、加工、销售碳酸钙

及其他相关产品 

中轻国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泰格林纸集团持有

49%股份 
8,700 万元 

制浆造纸机械及备品配件

的加工制造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纸业投资

总公司控制 
28,600 万元 纸品生产销售 

天津港保税区中物投资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同受中国纸业投资

总公司控制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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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纸业投资

总公司控制 
98,455万元 生产和销售高档纸及纸板 

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有序，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交易内容说明 

公司向泰格林纸集团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为水电汽、浆板、双氧水、材料、劳

务和其他产品，泰格林纸集团向公司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为备品配件、助剂、废纸、

机械加工、装卸劳务、土建安装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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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纸业和公司向对方提供煤炭供应、浆板等产品和服务。双方在向对方提

供产品和服务时，包括中国纸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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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商品及服务

http://news.stockstar.com/info2008/colnews.aspx?id=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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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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或报酬等方面应不低于第三方。 

根据《中国纸业投资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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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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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的节约采购和销售的运输成本；本公司对上述关联方的生产

经营及管理情况较为了解，可以有效的控制交易中的风险。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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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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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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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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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和情况。 

3、2013年预计的日常关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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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确认公司 2012年度、预计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