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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建投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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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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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补充预计 2018 年下半年发生的关联交易。 

1、 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额（元） 预计增加发生额（元）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000.00 500,000.00 

云南建投机械制造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9,629.23 1,000,000.00 

云南建投基础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3,517,063.93 6,000,000.00 

云南建投第五建设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4,564.56 2,000,000.00 

云南省建筑工程设计

院 
接受劳务 164,745.28 1,000,000.00 

2、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额（元） 预计增加发生额（元） 

云南建投第九建设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1,420,000.00 5,000,000.00 

云南建投物流有限公司 销售构件 43,809.91 200,000.00 

云南建投第十建设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2,769,121.22 10,000,000.00 

云南建投第十四建设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844,827.59 10,000,000.00 

云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提供劳务 94,339.62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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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方租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额（元） 预计增加发生额（元） 

云南建投建筑机械有

限公司 
正常租赁-出租 4,761.90 5,000.00 

 

4、关联方担保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额（元） 预计增加发生额（元）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授信   580,000,000.00    370,000,000.00  

 

5、其他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额（元） 预计增加发生额（元）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收取相关奖金 369,000.00 250,000.00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8 年 8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公司董事王宾、吴倩、罗剑锋、冯智江、孙道光、黄明富为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已不足三人，根据《公司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直接提交公司 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基地林溪路 188号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基地林溪路 188号  



公告编号：2018-03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文山  

实际控制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2,717,850.277316 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水利水电、公路、港口、码头、铁

路、轨道交通、市政道路、综合管廊、污水处理、能源、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建

设和管理；酒店、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投资建设和管理；国内外工程总承包及

发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劳务服务，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勘察

设计，建筑施工及设备施工，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外掺料及其他建筑

构件的生产及销售，普通货运及泵送，建筑预构件生产及建筑机械制造，自营和

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16 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2

种进出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对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

出口，建筑科研开发及技术咨询，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业务，开展“三

来一补”业务，按国家规定在海外举办各类企业及国内贸易；保险、银行业的投

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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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建投机械制造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嵩明县杨林镇   

注册地址：云南省嵩明县杨林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何源涛  

实际控制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6,550 万元 

主营业务：钢结构的制作与安装；机电设备的安装工程；工业和公共民用建

设项目的设备、线路、管道的安装；变电站工程安装；非标准钢结构件的制作与

安装；D1 第一类压力容器制造、D2 第二类低、中压容器制造、GC2 级硬度力管

道安装；起重机械安装；环保设备制作安装；节能设备制作安装；防腐保温工程

施工；房屋建筑施工；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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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建投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基地林溪路 188号云南建投集

团 5楼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基地林溪路 188 号云南建

投集团 5楼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成明  

实际控制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各类地基及基础工程的施工；岩土工程的勘查、设计、测试监测

检测、咨询监理和工程治理；各类土石方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各类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桥梁工程、

隧道工程、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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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建投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滇缅大道 2720 号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滇缅大道 2720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兴奎  

实际控制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33,932.84 万元 

主营业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及公共设施、

设备的保养、维修、住宅小区的清洁、绿化、管理及搬家服务，房屋租赁，工业

与民用建设项目的建筑施工，高速公路路基、一级标准以下和独立大桥工程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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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水电暖通安装，消防自动化系统施工、安装、调试及维修。（建筑材料生产

及销售，机械设备修理、租赁，钢竹模板加工制造，金属门窗、木制品半成品加

工）括号内的仅限分公司经营。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省建筑工程设计院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 39号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 39号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焦伦杰  

实际控制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509.90 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总承包、岩土工程（按资质证范围开

展业务），室内装饰。兼营范围：建筑工程勘察、设计的技术咨询、服务，建筑

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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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建投第九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兰城路传媒大厦 2号楼 B座 16楼   

注册地址：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兰城路传媒大厦 2号楼 B座 16 楼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滕付旭  

实际控制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6,609.39 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土

石方工程，公路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机

电工程；建筑机械设备租赁与维修；建筑材料、汽车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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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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建投第十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昭通大道旁（云南建投昭通发展大厦办公区域

13层 B、C区）   

注册地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昭通大道旁（云南建投昭通发展大厦办公区

域 13层 B、C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吴勇  

实际控制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6,673.82 万元 

主营业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限

项）。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土石方工程、消防设

施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预制构件加工；建筑技术服务；建筑工程机械租赁、建筑

工程设备租赁及建筑工程材料租赁；建筑机械材料购销、建筑机械设备购销。   

 

8.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建投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鹿城镇北浦路 146号   

注册地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鹿城镇北浦路 14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静波  

实际控制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7,838.40 万元 

主营业务：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安装；建筑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道路工程、土工大坝工程、土石方工程、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防腐工程施工、电力工程施工、矿山工程施工、冶金工程施工、机电

工程施工、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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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房产信息咨询；公路工程、综合管廊工程、轨道工程、消防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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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程、施工劳务、物业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和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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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学府路 150号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学府路 150号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李昕成  

实际控制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481 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技术开发、服务、咨询、转让、培训；工程及工程材料的检

测、鉴定、试验、研究、加固及设计；工程监理；防水施工及特种预应力技术工

程施工；防水材料、预应力辅材、砼外加剂，建筑材料的开发生产和销售，计量

器具及试校设备的检验及销售，自动化网络系统的开发应用。 兼营范围：建筑

材料、建筑机械、化工产品、设备租赁，房屋租赁。   

 

10.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云南建投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东郊路 67号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东郊路 67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朱良  

实际控制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6,975.44 万元 

主营业务：铲土运输机械，建筑工程专用机械，混凝土机械，路面施工与养

护机械，掘进机械，装修机械，钢筋加工机械，机动翻斗车，建筑施工机械配件，

普通机械压力机，普通机械设备，五金机械及配件，交通工程施工机械，金属结

构件的生产和安装维修。活动板房安装，设备基础工程，设备安装工程，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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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工程，绿化工程施工，建筑防水工程施工，防腐保温工程施工；模板脚手架

工程；带式输送机；电子配料秤；金属门窗制作安装，环保型建筑垃圾免烧砖；

建设工程模板生产销售及租赁；筑路机械；起重运输机械生产销售；环保机械，

建筑用金属制品，非标机电产品及非标准件的设计、加工，建筑机械及设备修理

与技术咨询，装饰装修服务，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搬运捆扎服务；

水产品、粮油、土产品、农产品、海鲜、蔬菜、水果、花卉的批发、零售；商铺

及摊位的租赁；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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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关系 

本次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对象系与本公司同属于最终控制方云南省建设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或最终控制方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

其有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本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所需，是

合理且必要的。上述交易按照市场价格制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

价公允合理。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签订相关协议，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在经审议的关联交易范围内开

展业务活动。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公司业务发展及市场的正常所需，有助于公司经营发展，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对公司的业务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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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良影响。 

 

（二）超出的累计金额及超出预计金额的原因 

本次超出预计的金额为 40,695,500 元，预计下半年将会与上述关联方继续发

生关联交易。本次超出预计金额的原因系由于公司行业性质特殊，业务较广，市

场情况瞬息万变，年初对全年的关联交易预计难以做到全面准确，系公司根据业

务发展需要发生的关联交易。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云南建投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云南建投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云南建投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