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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1753        证券简称：天纺标        主办券商：银河证券 

 

天纺标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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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1 年发

生金额 

2020年与关

联方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向关联方支付水电暖

费；采购服装、织物、

口罩等；向关联方支付

房租费、电力维护与检

测费、设备租赁费。 

7,710,000.00 3,624,896.21 2021年度水电暖费、

设备租赁费较 2020年

度支出由于业务增加

相应增加。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为关联方提供劳务，收

取检测费、技术开发与

服务、计量费等。 

6,150,000.00 84,462.26 2021年度收取关联方

检测费增加，技术开

发与服务费增加。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 0 0 -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 0 0 - 

其他 - 0 0 - 

合计 - 13,860,000.00 3,709,358.47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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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天津市针研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鹊桥路 25号（科技园）  

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鹊桥路 25号（科技园）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闫路 

实际控制人：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008.3 万元 

主营业务：针棉纺织及机械、纺织检测仪器制造、开发、咨询、转让；从事广

告业务；房屋租赁、会议服务；安全阀校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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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针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鹊桥路 25号  

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鹊桥路 25号 

企业类型：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葛传兵 

实际控制人：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581 万元 

主营业务：为保证产品质量提供检验保障。承担授权范围的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仲裁与鉴定生产许可检验相关委托检验，检测技术方法和标准及检测设备研

制，人员培训等相关技术社会服务。 

（3）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国家服装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 

住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 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 L座

401室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 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

L座 401室 

企业类型：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葛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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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991 万元 

主营业务：为保证产品质量提供检验保障。授权范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国家

监督抽查，仲裁检验与鉴定，产品质量委托检验、新产品鉴定检验、产品质量委托

技术鉴定、产品技术标准委托验证试验，检测技术方法与标准手段研究，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检测人员的委托技术培训。 

（4）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天津纺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 6号三楼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 6号三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闫路 

实际控制人：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900 万元 

主营业务：原辅材料、棉纺织、毛纺织、印染、针织品、家用纺织品、产业用

纺织品、服装服饰的开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及代理销售；纺织、服装、印

染机械、配件销售及代理销售；综合性技术开发、工业自动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本院研制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科技产品出口业务；本院科

研和生产所需技术、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本院的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纺织、印染、机械仪器的加工、修理；翻译服务；

自有机械设备租赁；展示展览服务、会议服务；针纺织品、服装制造、加工、批发

兼零售；箱包、帐篷、旅游制品、户外用品、运动用品等；期刊出版；广告经营

（经营范围和期限以《广告经营许可证》内容为准），酒店用品销售及代理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质检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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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天津市纺能检测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河西区福建路 160号  

注册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福建路 1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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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王忠义 

实际控制人：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主营业务：水、电、能源计量检测技术服务；仪表安装；节能技术服务；电气

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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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 6号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 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卞镇 

实际控制人：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83300 万元 

主营业务：对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纺织装备、纺织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纺织原料及产品的物流分发配送（汽车货运除外）；纺织工业园基

础设施建设、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的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纺织品加工；毛纺织；

印染；针织品制造；服装制造；纺织机械及配件、钢材销售；为企业提供劳务服

务；国内劳务派遣；机器设备租赁；棉纺织、空调、电气技术咨询；房屋租赁；场

地租赁；物业服务；电子产品、铁矿石、煤炭、有色金属、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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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天津市赛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东九道 18号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东九道 1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蔡宏 

实际控制人：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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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00 万元 

主营业务：功能纤维技术开发；电热毯、电热褥垫、服装、针织品、纤维制

品、被褥、防寒、防护及远红外线保健品、涤纶长丝、丙纶纤维、废丝再生造粒、

无纺布、电解制水机制造、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医用防护用品、电子针灸诊

疗仪制造；汽车装俱制造；批发兼零售：寝具、磁化制品、百货、饮水机、洗涤用

品、化妆品；设备租赁；劳务服务；服装、针织品、纤维制品、被褥、防寒防护及

远红外保健品的加工；预包装食品经营（委托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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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天津铜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航海路 158号天纺大厦附楼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航海路 158号天纺大厦附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葛传兵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主营业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

中的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互联网系统集成；互联网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系统服

务；软件开发及相关技术服务；数据处理；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日用百货、文体用品、建材、预包装食品、纺织

原材料、纺织品、服装的批发兼零售及网上销售（不含金融业务）；代理产品检验、

检测、鉴定、咨询服务；自有设备租赁；房屋租赁代理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展览、展示及会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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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 

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天津纺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市赛远科技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天津针研技术有限公司、国

家针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服装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天津市纺能检

测有限公司为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主体，根据天津市国有资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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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委员会 2017 年 1月 22日出具的《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天津纺织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托管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批复》（津国资企改[2017]3 号），天津

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享有对公司的控股股东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经

营决策及管理权。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控制的其他主体被认定为公司关联方；天津铜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为同一法

定代表人。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1年 2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此次关联交易将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关联交易价格不偏离市场

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公司与关联交易方遵循按照产

品质量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的行

为，公司独立性不会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在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租赁、收取关联方房租，采购服装及

相关织物，以及根据业务需要向关联方提供和接受服务等。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属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系在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

业原则下，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交易，是必要的、真实的。上述关联交易遵循诚实

信用、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天纺标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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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纺标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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