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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600685     公告编号：2022-034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2023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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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拟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签署《2023 年持续性关联

交易框架协议》；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易均为满足本集团日常经营业务需要。 

 在《2023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项下发生日常交易的

过程中，本公司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完全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2022 年 10 月

28日，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防务”“本

公司”或“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签署<2023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的预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合称“本集

团”）与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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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及其子公司（以下合称 “中船集团”）之间的日常经营业务

往来构成关联交易，为开展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拟与中国船舶集

团签订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由于公司《2020-2022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将于2022年12月31日履行完毕，本公司已于2022年10月28日与中国

船舶集团订立《2023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以下简称“2023

年框架协议”），以规管本集团与中船集团之间于2023年1月1日至2023

年12月31日期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本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签

署2023年框架协议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3000万元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还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关系及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中国船舶集团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通过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间接控制本公司 827,278,590股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8.52%。根据相关规定，中国船舶集团为本公司关联方，本公司与中

国船舶集团签署 2023 年框架协议，以及本集团与中船集团进行的交

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上海 



3 

法定代表人：雷凡培 

注册资本：11,000,000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一）国务院授权管理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及

经营、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二）承担武器装备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服务保障业务。（三）船舶、海洋工程以及海洋运输、海洋开

发、海洋保护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租赁、管理业务。（四）

动力机电装备、核动力及涉核装备、智能装备、电子信息、环境工程、

新能源、新材料、医疗健康设备以及其他民用和工业用装备的研发、

设计、制造及其销售、维修、服务、租赁、管理业务。（五）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家专项规定除外）。（六）成套

设备及仓储物流，油气及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投资管理，船舶租

赁业务，邮轮产业的投资管理。（七）勘察设计、工程承包、工程建

设、建筑安装、工程监理业务，军用、民用及军民两用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技术培训业务的投资与管理。 

2、近三年业务发展状况 

近三年来，中船集团运营状况良好，财务及资金状况良好，具备

充分的履约能力。 

3、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亿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1-12月（经审计）  

2022年6月30日/ 

2022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839.46 9,175.83 

负债总额 5,118.81 5,314.72 

所有者权益 3,720.65 3,861.11 

营业收入 3,432.95 1,636.32 

净利润 185.28 110.64 

资产负债率 57.91% 57.92%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框架协议内容 

为规管本集团与中船集团之间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本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于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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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日订立 2023 年框架协议。2023年框架协议的主要范围如下： 

1.由本集团向中船集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等 

（a）提供船舶产品、机电设备和金属物资等，主要是用于船舶、

环保、重型装备领域的船舶产品、成套配套设备、钢材、有色金属等

材料及部分船用电器设备等。 

（b）供应动力，主要是风、水、电、燃气的供应。 

（c）租赁、劳务和技术服务等, 其中： 

i)租赁：主要是指本集团为中船集团下属的公司及合营、联营企

业提供生产场地或员工宿舍租赁等； 

ii)劳务：主要是指提供培训、造修船劳务、劳动力租借等。本

集团可向中船集团提供与公司主业相关的技能培训及考核、专业技术

劳务服务等；以及，在劳动力短期过剩的情况下提供劳动力租借、劳

务工程承揽； 

iii) 技术服务：主要是本集团向中船集团提供产品安装、使用、

维保、维修等技术服务，以及提供船舶产品、土壤修复等环保业务或

其他工程相关的设计、科研项目及专业服务，自产软件和相关配套技

术服务等。 

2.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等 

（d）提供船用设备、机电设备、配套件及材料物资等，主要是

提供生产船舶、环保、重型装备领域的成套或配套设备所需的材料、

配套件、生产机器设备、工具及相关的物流配送服务等。 

（e）租赁、劳务和技术服务等，其中： 

i)租赁：主要是指为了业务发展需要，本集团将通过租赁中船集

团生产场地和设备设施，同时伴随使用水电等动力，扩大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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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劳务：主要是指提供船舶分段（或钢结构部件）外包及综

合服务、劳动力租借等； 

iii) 技术服务：主要是指提供造船产品或其他工程的设计、科

研项目服务、配套软件和相关技术服务。 

3.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担保服务 

（f）担保服务，是指本集团在承接订单或向银行借贷资金时，

按规定可能需要有担保方，中船集团可为该等业务进行担保。 

4.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销售代理服务 

（g）销售代理服务，是由于中船集团在国际船舶市场的声誉及

其与船东的长期关系，使本集团除自己对外经营外，还有赖于中船集

团的协助； 

5.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采购代理服务 

（h）采购代理服务，是由于中船集团在采购进口物资时因采购

数量巨大而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且可保证交货时间相对及时。 

（二）定价依据 

该等交易应在中船防务日常业务中、按公平的原则以一般商业条

款进行（若没有或没有足够的其它交易作为比较以决定双方交易是否

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则按对中船防务不会比独立第三方提供或享有

（视适用者而定）之条件逊色的条款进行），该等交易对中船防务股

东而言应为公平合理。双方应就该等交易签订协议，而在协议中应明

述定价基准。 

对于上述(a)，按市场价。 

对于上述(b)，按成本加成 20-25%管理费定价或价格不会比独立

第三方享有之条件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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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c)，价格不会比独立第三方享有之条件逊色。 

对于上述(d)： 

提供机电设备和材料物资等，按市场价，不高于独立第三方提供

的价格； 

提供船用配套件、铁舾件等，由于单价低，零星繁杂，而且往往

需用较急，订货时间较短，故通过成本核算采用一年一次议定单位单

价，中船防务物资部门按此与供货方议定订货价格。如市场上原材料

价格变化较大，中船防务将按市场变化情况作出适当调整； 

提供船用设备等，若船用设备在厂商表中有中船集团成员单位

的，由该成员单位参与厂商表中二个或二个以上厂商的竞争，中船防

务物资部门按常规进行价格谈判，由中船防务按市场行情确定价格，

但也综合考虑供货周期、厂商资质和服务水平等因素选择厂商，但该

价格不会比独立第三方供货方提供的条件逊色。若个别设备由于技术

规格或供货条件的限制，可能发生仅有一个关联厂商供货的，由中船

防务根据该设备近期的合同价格或按某技术数据换算的单价，结合市

场上原材料价格等因素的具体情况，与供货方议定价格，但该价格不

会比独立第三方供货方提供的条件逊色； 

参加中船集团集中采购的物资及相关的物流配送服务，其价格不

会比独立第三方供货方提供的条件逊色。 

对于上述(e)：租赁价格按市场价或成本加成 10%管理费；年度

上限的基准为本集团所确认的使用权资产总价值及租赁生产基地和

员工宿舍所应缴的税项为基础计算的年度折旧费用和利息费用总和；

劳务服务的定价，按市场价；综合服务的定价，价格不会比独立第三

者提供之条件逊色；技术服务的定价，按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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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f)：按照一般市场惯例及不高于中船集团对外担保费

率收取担保费，相关条款不会比独立第三者担保方提供之条件逊色。 

对于上述(g)：销售代理费（或佣金），按国际惯例一般不超过合

同额的 1.5%，且按每船进度款支付比例支付。另外，由中船集团代

收国外的中间商代理费，由中船集团代为支付中间商。 

对于上述(h)：采购代理费，按国际惯例一般为合同额的 1-2%计

算，由本集团支付给中船集团。 

（三）期限 

在获得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条件下，2023框架协

议的期限将从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包括首尾两日）

为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中国船舶集团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拥有多家国内主要的船

舶制造企业、研究院所及配套厂商，本集团与中船集团之间的日常关

联交易均为满足本集团日常经营业务需要。 

在日常交易过程中，本公司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完全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不会对公司本

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中船集团构成

依赖。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程序 

（一）本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征得本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

认可，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十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陈忠前先生、陈利平先生、向

辉明先生、陈激先生、顾远先生及任开江先生已回避表决，由独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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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三）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 3000 万元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

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尚需提交本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独立

董事工作细则》的有关要求，审核了《2023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签署《2023年持续性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所需，均按照公平合理的

原则及正常行业条款订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且上述签署协议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前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

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同意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签署《2023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并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与上述事项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应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过往金额及 2020-2022 年框架建议上限金额 

（一）过往金额 

以下一览表载列2020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两个年度以及截至

2022年9月30日止九个月的每类持续性关联交易的金额，以及与

2020-2022年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各年度上限的比较。董事会将

密切监控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各类持续性关联交易的交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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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以确保该等金额将不会超过2020-2022年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项下2022年的年度上限。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过往年度上限 过往金额 

交易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2022年 9
月 30 日
止九个
月（未经
审计）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0 年 2021 年 

由本集团向中船集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等： 
(a) 船舶产品、机电设

备及金属物资等 
4,812.47 3,501.35 2,673.54 1,259.62 663.83 176.30 

(b) 供应动力 1.92 1.60 1.60 0.83 0.08 0.23 
(c) 租赁、劳务、环保

业务和设计及技术
服务等 

155.20 48.93 44.00 10.65 17.78 13.71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等： 
(d) 船用设备、机电设

备、配套件及材料物
资等 

6,219.49 6,125.90 7,073.54 5,430.57 5,082.25 3,144.63 

(e) 租赁、劳务和技术
服务 

530.67 517.40 594.55 399.60 267.16 233.01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担保服务： 
(f) 担保最高额度 4,800.00 4,800.00 1,600.00 1,248.82 - - 

 担保费 12.80 12.80 12.80 - - -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销售代理服务： 
(g) 销售代理费 46.13 30.16 34.07 18.53 26.65 12.57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采购代理服务： 
(h)采购代理费 3.74 3.30 3.83 0.04 0.72 0.06 

2020-2022年持续性关联交易的金额为2019年根据市场环境及本

集团经营生产实际作出的预测，从2020年开始，全球船舶市场逐渐复

苏，受外部市场环境及本集团产品结构变化影响，导致部分持续性关

联交易的执行率较低。 

（二）建议年度上限 

以下一览表列出截至2023年度的每类持续性关联交易的建议年

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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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交易 

建议年度上限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由本集团向中船集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等： 
(a) 船舶产品、机电设备及金属物资等 1,630.00 
(b) 供应动力 0.50 
(c) 租赁、劳务、环保业务和设计及技术服务等 106.50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等： 
(d) 船用设备、机电设备、配套件及材料物资等 8,500.00 
(e) 租赁、劳务和技术服务 936.50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担保服务： 
(f) 担保最高额度 1,600.00 

担保费 6.40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销售代理服务： 
(g) 销售代理费 47.10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采购代理服务: 
(h)采购代理费 0.30 

建议年度上限主要综合本集团的过往交易额、手持订单、预

计订单、材料成本以及预计总产值等因素厘定。根据黄埔文冲 2023

年生产经营计划，预计产值同比增长，同时，受产品结构调整影

响，物资采购、劳务服务等关联交易量较往年将有所增加。 

九、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二）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四）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五）2023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0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