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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05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2017-008 

债券代码：122059              债券简称：10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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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重钢股份”、“本公司”）与重庆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重钢集团”、“母公司”）签订《重

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服务和供

应协议》（下称“协议”）。 

 协议项下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刘大卫先

生、周宏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公司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上将提呈决议案以审议并酌情通

过新服务和供应协议及其项下的拟进行交易以及各年度上限。 

 本公司独立董事辛清泉先生、徐以祥先生、王振华先生同意该关

联交易，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协议对本公司及其股东整体利益而言属公平合理。 

一、 持续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年1月10日公司发起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书面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本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暨

同意及批准本公司与母公司订立 2017 至 2019 年度《服务和供应协

议》。关联董事刘大卫先生、周宏先生在表决时按规定回避表决，七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2017 年 1 月 13 日，本公司与重钢集团于重庆市签订了《重庆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服务和供应协议》，

约定预计持续关联交易内容及年度金额上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重钢集团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属本

公司关联方，协议项下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2014 至 2016 年度持续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本公司根据原服务和供应协议向母集团支付总额的历史交易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 

  

二零一四年度 二零一五年度 二零一六年度 

年度上限 

历史交易

数据（概

约） 

年度上限 

历史交易

数据（概

约） 

年度上限 

历史交

易数据

（概约） 

母公司生产及原材

料上限（生产及原材

料（如生铁、 铁矿

石、铁合金、煤炭、 

废钢、耐火材料、辅

料（包括白云石及石

灰石等）、 电、水、

氧、设备及零部件） 

11,201.90 4,769.16 15,325.60 2,807.08 17,738.00 11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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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服务上限（船

运、汽车运输及技术

服务（包括工程、设

计及监理服务及劳

务等）） 

1,092.20 496.97 1,198.70 311.71 1,291.00 231.18 

母公司租赁上限（租

赁母集团厂房） 

4.00 0.35 2.00 0.57 2.00 1.33 

福利上限 126.40 34.51 132.70 43.29 139.30 79.77 

2、母集团根据原服务和供应协议向本集团支付总额的历史交易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 

  

二零一四年度 二零一五年度 二零一六年度 

年度上

限 

历史交

易数据

（概约） 

年度上

限 

历史交

易数据

（概约） 

年度上

限 

历史交

易数据

（概约） 

本公司生产材料上限（包

括母集团生产过程中使

用的水、 电及天然气、

钢材（如钢板、 钢坯等）

及辅料（水泥、五金及木

材等）） 

1,367.60 435.86 1,715.40 468.89 2,376.90 314.76 

本公司租赁上限（租赁本

公司厂房） 

3.00 0.94 3.00 0.85 3.00 0.20 

3、本公司根据电子信息及汽车运输服务和供应协议向母集团支付总

额的历史交易数据 

单位：百万 

  
二零一五年度 二零一六年度 

年度上限 历史交易数据（概约） 年度上限 历史交易数据（概约） 

电子信息服务 145.00 108.49 145.00 93.79 

汽车运输服务 115.00 79.98 115.00 60.34 

（三）2017 至 2019 年度关联交易上限 

1、根据新服务和供应协议，截至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止各财

政年度，本公司将向母集团支付的总额将不会超逾下表所列的各相关

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 

  二零一七 二零一八 二零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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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 年度上限 年度上限 

母公司产品及原材料上限（生产及原材料上限（如

铁矿石、废钢、耐火材料及辅料（包括白云石及

石灰石等）等） 电力、工业气体、设备及备件） 
3,665.32 4,406.36 5,080.48 

母公司服务上限（船运、汽车运输及技术服务（包

括施工、及劳务服务等）及信息服务 
483.00 653.30 790.45 

母公司租赁上限（租赁母集团厂房） 1.40 1.40 1.40 

福利上限 106.30 117.00 117.00 

2、根据新服务和供应协议，截至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止各财

政年度，本公司将向母集团收取的总额将不会超逾下表所列的各相关

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 

  二零一七年度上限 二零一八年度上限 
二零一九年度

上限 

本公司生产材料上限（如母集

团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水、 电

及气体，钢坯、钢材及辅料（包

括水泥、五金及木材等）） 

437.92 542.26 674.63 

本公司租赁上限（租赁本公司

厂房） 

1.00 1.00 1.00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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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中国重庆市大渡口区大堰三村 1 栋 1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500000000007938 1-5-1 

法定代表人：刘加才 

注册资本：1,650,706,543.56 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从事授权范围内的资产经营、投资、产权交易，生产、

销售金属材料、机械产品、铸锻伯及通用零部件、家用电器、计算机

及配件、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计量衡器、纺织品、服装、木材制

品、耐火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关联关系：重钢集团持有本公司 2,096,981,6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47.27%，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主要财务指标： 

重钢集团近三年主要指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亿元 

  2013年 2014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258.62 189.54 116.86 

资产总额 715.09 717.29 606.26 

资产净额 205.18 216.81 132.78 

现金流和未来发展战略：重钢集团 2015 年现金流状况运转正常。重

钢集团按照《重钢集团“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和《重钢集团三年

发展战略规划》目标，促进规划方案的落实，支持钢铁主业和矿产资

源业的发展。重钢集团近三年发展状况平稳。 

三、 新协议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协议签署日期：2017 年 1 月 13 日 

（二）订约各方：重钢集团与重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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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13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四）主要服务内容： 

1、本公司同意向母公司集团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概述如下： 

（1）生产材料，如水、电、气体、钢坯、钢材及辅料（包括水

泥、五金、木材等）；  

2、母公司集团同意向本公司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概述如下： 

（1）原材料如铁矿石、废钢、耐火材料及辅料（包括白云石及

石灰石）； 

（2）船运及汽车运输以及技术服务（包括施工及劳务服务等）

及信息服务； 

（3）生产材料，如电力、工业气体、设备及备件； 

（4）社会福利服务（主要包括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金管理服务

等）；上述费用由本公司透过母公司支付，但母公司不会收取管理本

公司员工的该等社会福利服务的费用。 

3、本公司及母公司集团将允许相互使用及占用各自的厂房。 

（五）定价政策 

本协议条款经公平磋商后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其定价或代价将

会参照下列基准厘定： 

1、根据中国政府 （包括市政府及其他规管该等交易的监管机关） 设

定的价格；  

 2、若无中国政府定价，则价格不低于中国政府制定的该等交易指导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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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无中国政府制定的价格或指导价，则视情形选择适用下述方式：

1) 母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不高于独立交易方按可比较

市场一般商业条款交易的公开市场价； 

2)本公司向母公司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不逊于独立交易方按可比较市

场一般商业条款交易的公开市场价。 

4、若无可比较市场价，则视情形选择适用下述方式： 

1) 母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不高于独立交易方按中国普

遍一般商业条款交易的公开市场价； 

2)本公司向母公司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不逊于独立交易方按中国普遍

一般商业条款交易的公开市场价。 

5、若无中国政府制定的价格或指导价，且该等交易并无公开市价，

则各方须根据该等交易的实际或合理成本 （以较低者为准） 加上合

理利润按一般商业条款磋商上述交易的供应。  

“合理利润”指各方协议不高于 

1) 母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产品及服务 

a、提供类似该类型产品/物料/及/或服务的独立供货商按相若规模

及类似条款及符合该行业的正常商业惯例所制定的利润率;b、5%的利

润率。以 a\b 中较低者为准。 

2) 本公司向母公司提供的产品及服务 

  a、提供类似该类型产品/物料/及/或服务的独立供货商按相若规模

及类似条款及符合该行业的正常商业惯例所制定的利润率;b、5%的利

润率。以 a\b 中较高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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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关联交易的目的 

    鉴于本公司已经于 2014 年完成环保搬迁工程，长寿新区的生产设施

也已投入运营，本公司生产活动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同时，本公司正在

推进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本公司与重钢控股订立新服

务和供应协议，有利于确保以合理价格获得稳定可靠的生产及原材料供

应、服务供应、厂房租赁及福利服务，对确保本公司的生产稳定至关重要。 

（二）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方面，本公司与重钢集团订立服务和供应协议，可为本公司提

供前述服务、商品及工程等服务或供应，有利于保证本公司未来生产

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根据前述交易和定价原则，该关联交

易对本公司并无不利影响。此外，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及有关协议项下

之建议每年金额上限，乃经公平磋商并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订立；有关

交易和每年金额上限对本公司及其股东整体利益而言属公平合理。 

五、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持续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

事辛清泉先生、徐以祥先生、王振华先生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书面议案审议。  

对于本次持续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认为：  

1、本公司拟与控股股东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服

务与供应协议》条款乃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协议项下的交易将在本

公司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 属公平合理。协议项下的交易符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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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