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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2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17-54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预计2017年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日常关联总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7 年 4 月 27 日和 6 月 22 日，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菱钢铁”或“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6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了《关于预计 2017 年公司与华菱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基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交割工作的假设，预计 2017 年 1-6 月公司钢铁

相关业务与控股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1,094,906 万元，预计 7-12 月公司节能发电相关业务与华菱集团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339,398 万元，全年与华菱集团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1,434,304 万 元 。 详 见 公 司 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 披 露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17 年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4）。 

经 2017 年 8 月 2 日华菱钢铁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华菱钢铁重大资

产重组已终止，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的相关资产将恢复到原股东名下，华菱钢铁将继续

以钢铁为主业。因此，公司重新预计了 2017 年与华菱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2017 年上半年公司与华菱集团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808,677 万元，较好地控制

在预算范围之内。鉴于重大资产重组已经终止，经重新预计，2017 年下半年公司钢铁

相关资产将与华菱集团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1,202,271 万元，预计 2017 年与华菱集

团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2,010,948 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7 上半年实

际发生额 

2017 下半年预

计额 

2017 全年预计发

生额 

关联采购及接受综合后勤服务 591,480 816,173 1,407,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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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销售及提供劳务等 213,634 380,461 594,095 

利息、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3,069 4,931 8,000 

利息及佣金支出 494 706 1,200 

关联交易合计 808,677 1,202,271 2,010,948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该事项，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

本议案，关联董事曹慧泉先生、易佐先生、颜建新先生、阳向宏先生已回避表决。董

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同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3、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该事项，监事会决议公告刊登

在同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4、上述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华菱集团须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日常关联采购及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17 年预计金额 
2017 年上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25,074 11,715 

辅助材料 市场价 94,347 43,294 

综合服务费 协议价 9,873 4,530 

工程建设 协议价 2,550 1,185 

动力 政府定价 8,700 4,062 

湘潭瑞通球团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118,195 54,195 

湖南湘钢洪盛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13,449 6,249 

中冶京诚(湘潭)重工设备有限公司 辅助材料 市场价 2,820 1,301 

湖南湘钢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35,775 16,924 

湖南湘钢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36,799 16,799 

湖南湘钢煤焦化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26,432 12,237 

湖南湘钢煤焦化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92,107 17,107 

湖南华菱节能发电有限公司 动力介质 国家定价/协议价 149,660 70,181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费 协议价 11,626 5,921 

辅助材料 市场价 227 127 

租赁 协议价 49 13 

湖南煤化新能源有限公司 
动力介质 国家定价/协议价 46,184 22,905 

副产品 市场价 17,718 8,718 

涟钢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辅助材料 协议价 30,281 14,281 

湖南涟钢科技环保有限公司 辅助材料 协议价 11,224 4,810 

湖南涟钢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辅助材料 市场价 5,541 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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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涟钢物流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29,163 12,663 

湖南涟钢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 协议价 13,966 7,800 

涟钢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协议价 1,180 305 

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 钢管 市场价 22,741 10,777 

衡阳鸿涛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9 3 

接受劳务 市场价 7,440   

衡阳科盈钢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2,500   

钢管 市场价 11,200   

江苏华菱锡钢特钢有限公司 
钢管 市场价 316.61   

接受劳务 市场价 144   

湖南百达先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动力介质 协议价 9,080 3,774 

湖南欣港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187,315 86,055 

湖南欣港集团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25,000   

湖南华菱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38,510 11,371 

湖南华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318 43 

湖南华菱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招标定价/市场价 1,751 834 

湖南天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租赁 协议价 788 162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费 协议价 3,200   

FMG 采购铁矿石 市场价 314,401 138,675 

关联采购合计 -- -- 1,407,653 591,480 

 

2、日常关联销售及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17 年预计金额  
2017 年上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动力介质 国家定价/协议价 73,164 33,255 

钢材 市场价 300 168 

代购物质 市场价 6,180 2,829 

废弃物 市场价 3,800 1,732 

湘潭瑞通球团有限公司 
代购物资 市场价 80,016 37,016 

提供劳务 市场价/协议价 400   

湖南湘钢钢丝绳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4,000   

湖南湘钢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副产品 市场价 28,000   

湖南华菱煤焦化有限公司 代购物资 市场价 52 24 

湖南湘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70,000   

中冶京诚(湘潭)重工设备有限公司 
钢管 市场价 17   

租赁 协议价 42   

湖南华菱节能发电有限公司 

动力介质 协议价/国家定价 135,799 58,027 

租赁 协议价 55   

代购物资 市场价 6,926 2,926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动力介质 
成本加成/政府定价

/协议价/市场价 
42,153 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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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物质 市场价 2,255 955 

湖南涟钢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钢水 市场价 698 198 

涟钢双菱发展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28,560 15,532 

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动力介质 成本加成/政府定价 24 11 

衡阳科盈钢管有限公司 钢管 市场价 10,920 4,676 

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 
钢管 市场价 26,780 11,780 

动力介质 市场价 56 15 

衡阳鸿涛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动力 国家定价/协议价 579 364 

租赁 协议价 210   

湖南衡钢百达先锋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动力介质 国家定价/协议价 5,960 2,707 

租赁 协议价 36   

江苏华菱锡钢特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协议价 7   

钢管 市场价 6,850 1,949 

武义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7,705   

湖南欣港集团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2,750 12,250 

湖南华菱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9,800 6,706 

关联销售合计 -- -- 594,095 213,634 

 

3、财务公司金融服务利息、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17 年 

预计金额 

2017 年上半年

实际发生金额 

华菱集团及下属子公司 利息、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协议价 8,000 3,069 

 

4、财务公司金融服务利息支出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17 年 

预计金额 

2017 年上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华菱集团及下属子公司 利息及佣金支出 协议价 1,200 494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的关联方主要是公司控股股东华菱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属于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



 5 

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华菱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曹慧泉 200,000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钢铁、资源、物流、金融业等项目的投资、并购

及钢铁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机械电气设备和配件的采购和供应；

子公司的股权及资产管理；钢铁产品及其副产品的加工、销售；进出口

业务 

湖南省长沙市 9143000018380860XK 实际控制人湖南省国资委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 
曹志强 47,059 

生铁、钢材、焦化产品、水泥、耐火材料、冶金机械设备制造、销售；

白云岩、石灰岩的开采和销售；冶金技术咨询；计算机及自动化设备经

营与技术开发；出口钢铁产品、焦炭及化工副产品、耐火材料；进口生

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三来一补”业务；园林绿化；电气设

备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的制造和销售 

湖南省湘潭市 91430300184682551F 华菱集团控股子公司 

湘潭瑞通球团有限

公司 
郑生斌 9,044 主营酸性球团铁矿的生产和销售 湖南省湘潭市 9143030073474560XR 

华菱集团子公司湘钢集团

之下属公司 

湖南湘钢洪盛物流

有限公司 
李建宇 3,865 运输、营运、吊装、工程土方、车辆修理 湖南省湘潭市 914303007808801241 

华菱集团子公司湘钢集团

之共同控制企业 

中冶京诚(湘潭)重工

设备有限公司 
施设 25,000 

冶金、矿山成套设备、电气设备制造和销售，特殊铸钢件、锻钢件生产，

冶金机电设备检修（安装、实验），冶金、矿山行业的工程承包；政策

允许的进出口贸易 

湖南省湘潭市 91430300668563348B 
华菱集团子公司湘钢集团

之共同控制企业 

湖南湘钢瑞泰科技

有限公司 
曹志强 8,500 耐火材料和冶金材料的生产、加工、销售及筑炉工程 湖南省湘潭市 91430300792391176W 

华菱集团子公司湘钢集团

之共同控制企业 

湖南湘钢冶金炉料

有限公司 
喻维纲 5,000 主营煤炭、焦炭、冶金炉料贸易业务，兼营钢材贸易 湖南省湘潭市 91430300670770784H 

华菱集团子公司湘钢集团

下属公司 

湖南华菱煤焦化有

限公司 
郑生斌 3,000 

焦炭及其副产品、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以上项目，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的，凭有效的资质或许可证经营） 
湖南省湘潭市 91430304079194484T 

华菱集团子公司湘钢集团

下属公司 

湖南湘钢钢丝绳有

限公司 
唐庆军 10,000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的制造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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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湘潭市 91430300MA4L5J8R46 

华菱集团子公司湘钢集团

下属公司 

湖南湘辉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唐卫红 20,000 生产、销售预应力钢丝、预应力钢绞线和其他线材制品及上述产品自销 湖南省湘潭市 91430300616620822A 

华菱集团之子公司湘钢集

团下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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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 
肖尊湖 81,176 

钢材、生铁、氧气、煤气、氩气、焦炭及副产品的生产经营；发电、交

通运输；文化娱乐、文艺演出、文体活动经营；机制加工、机电维修；

建材、五金交电、原材料、钢渣、化工产品经营；建安设计 

湖南省娄底市 91431300187403271K 华菱集团控股子公司 

湖南煤化新能源有

限公司 
梁石安 31,166 生产和销售焦炭、煤气 湖南省娄底市 914313006616582801 

华菱集团子公司涟钢集团

下属公司 

湖南涟钢冶金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朱科良 7,245 

生产与销售生石灰、冶金石灰、白云石、石灰石、轻烧镁球等熔剂产品 
湖南省娄底市 91431300682829667T 

华菱集团子公司涟钢集团

之共同控制企业 

湖南涟钢机电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 
王波涛 3,800 

机械加工、电机修理、非标设备生产与销售、电气开关屏生产与销售、

铸件生产与销售 
湖南省娄底市 91431300745923731P 

华菱集团子公司涟钢集团

之共同控制企业 

湖南涟钢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黄柏善 9,164 

冶金工业废渣、废钢、渣钢、铁粒、铁粉回收、开发、加工及销售、废

旧物资回收及销售 
湖南省娄底市 91431300743156356E 

华菱集团子公司涟钢集团

之下属公司 

湖南涟钢物流有限

公司 
李官权 3,228 汽车客货运输、汽车销售、汽车与工程机械修理、成品油销售 湖南省娄底市 91431300187413453T 

华菱集团子公司涟钢集团

之共同控制企业 

湖南涟钢建设有限

公司 
聂绩春 5,000 建筑、安装、炉窑、钢结构、防腐、机械租赁 湖南省娄底市 91431300707444895X 

华菱集团子公司涟钢集团

之共同控制企业 

涟钢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 
毕建民 300 工用、民用设计 湖南省娄底市 914313004471651948 

华菱集团子公司涟钢集团

之下属公司 

湖南（衡阳）钢管集

团有限公司 
凌仲秋 11,765 

机械加工、汽车运输、第三产业、钢材及深加工产品、丙烷金属切割气、

液化气的销售 
湖南省衡阳市 91430400185013798H 华菱集团控股子公司 

衡阳科盈钢管有限

公司 
刘光穆 1,660 生产和销售塑料防蚀钢管、钢件 湖南省衡阳市 91430400722565521G 

华菱集团子公司衡钢集团

之下属公司 

衡阳鸿涛机械加工

有限公司 
刘光穆 300 

芯棒加工、锯片修磨、工模具加工及油管加工、钢管包装、钢管表面自

理 
湖南省衡阳市 91430400790338718U 

华菱集团子公司衡钢集团

之共同控制企业 

衡阳鸿菱石油管材

有限责任公司 
刘光穆 3,415 

油管、套管、钻杆、接箍、输送管及其他钢管的生产、销售和技术开发

及服务 
湖南省衡阳市 914304007428310144 

华菱集团子公司衡钢集团

之下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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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湖南百达先锋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刘光穆 4,000 

高炉煤气的技术开发机技术咨询、服务、转让，化工产品、化工轻工材

料等 
湖南省衡阳市 914304005722407126 

华菱集团母公司华菱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参股子

公司 

江苏华菱锡钢特钢

有限公司 
凌仲秋 160,000 

炼钢、钢压延加工及销售；高速重载铁路用钢制造及销售；石油开采用

油井管、电站用高压锅炉管及油、气等长距离输送钢管制造及销售 
江苏省靖江市 91321282683503589R 

华菱集团控股子公司江苏

锡钢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

子公司 

湖南华菱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肖骥 1,000 经营《保险经纪机构法人许可证》核定范围内的保险经纪业务 湖南省长沙市 914300007680397384 华菱集团控股子公司 

湖南华菱资源贸易

有限公司 
谭瑧鑫 2,000 煤炭零售经营、经销废旧金属、建筑材料、普通机械、矿产品等 湖南省长沙市 914300007121945878 华菱集团控股子公司 

湖南欣港集团有限

公司 
汤志宏 20,000 

港口、仓储、物流园区设施的投资；运输代理服务；废钢、钢材及其他

大宗原散货件杂货件贸易；船回收及贸易 
湖南省长沙市 91430103083575546Q 华菱集团控股子公司 

湖南华菱节能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肖江平 10,000 

节能环保产品、设备、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环境工程、节能工程、

新能源发电项目、余热余能利用项目、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设计、施工；

环保、节能设施运营及其技术开发、推广、咨询；建设项目环境评价；

合同能源管理；合同环境服务管理；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与资产

管理、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湖南省长沙市 91430000096601897M 华菱集团控股子公司 

湖南天和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蒋杰 20,8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的销售（不含前置审批和许可项目，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湖南省长沙市 914301007533715516 华菱集团全资子公司 

湖南华菱节能发电

有限公司 
周怡谋 1,000 

电力生产、销售；电力建设、电力设备安装、检修、调试及监理；电力

技术管理咨询；电力资源综合利用；环保及新技术的开发 
湖南省娄底市 914313003383752138 华菱集团全资子公司 

武义涟钢钢材加工

配送有限公司 
胡红兵 9,000  

钢材加工、配送；五金工具的销售；废旧钢材回收；经济信息咨询（不

含金融、证券、期货、认证认可、职业中介、自费出国留学中介咨询）；

货物仓储（不含石油、成品油、危险化学品、道路经营站场仓储） 

浙江省武义县 91330723695276176E 
华菱集团子公司涟钢集团

之下属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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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企业向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原辅材料和动力及服务的价格、本公司及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价格按以下原则确定：若有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

“国家定价”，则按国家定价执行；若国家物价管理部门没有规定“国家定价”，相应的

行业管理部门有“行业定价”，则按行业定价执行；若既无国家定价，亦无行业定价，

则按当地市场价格执行；若以上三种价格确定方式均不适用，则按实际成本另加税金

及合理利润执行。财务公司向华菱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时，定价参照人民银

行有关规定、银行同类产品或服务价格等协商确定。 

 

五、协议及主要内容 

2017 年 4 月 27 日华菱钢铁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预计 2017

年公司与华菱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后，华菱钢铁及下属子公司，与华菱

集团及下属子公司签订了相应的《原材料供应合同》、《综合服务合同》、《产品、

工程及劳务合作协议》、《后勤及相关社会服务合作协议》、《产品供应合作协议》、

《金融服务协议》等日常关联交易合同，期限一年。上述合同均为框架合同，明确了

定价原则，具体交易数量和金额根据实际情况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合同仍然有效。 

 

六、付款安排与结算方式 

按照关联交易双方签署的有关合同规定，关联交易的价款将按月结算或按项结

算，并以转账方式收取或支付。 

 

七、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1）公司与关联方的商品购销 

由于历史原因，公司所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相互之间已形成稳定的上下游及前后

工序关系，公司的电、气、水等生产线与关联方相关生产线相互交叉在同一生产区域

内，各生产线均为刚性链接，关联方为公司所属子公司提供生产用原材料、辅助材料、

电力等，保证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所属子公司为关联方代购物资，向关联方提

供电、风、气等动力介质，保证了关联方正常生产经营。 

（2）公司接受关联方劳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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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司股东华菱集团下属子公司的组建与壮大，技术水平与服务质量快速提

升，同其他社会协作单位相比，这些子公司在技术力量和管理水平方面具有明显的优

势。接受关联方劳务服务，在充分发挥集团相关子公司专业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

了公司核心业务的竞争力。 

（3）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服务 

由于公司所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相关生产线相互交叉在同一生产区域内，公司所

属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工程检修等服务，是关联方正常生产经营的保障。 

（4）租赁 

为满足公司办公需要，华菱集团下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及职工幼儿教育需

要，公司与华菱集团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租赁。 

（5）财务公司为关联方提供金融服务 

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财务公司的金融平台及其功能，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和效益，减少财务支出及增加收益。 

①通过归集华菱集团及其附属公司的资金，有利于充分发挥财务公司资金统筹

功能及资金管理协同效用，加速资金周转，减少公司资金占用，节约交易成本，减少

公司财务费用支出，降低和规避经营风险，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水平和效益。 

②财务公司通过向华菱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提供贷款及相关金融服务，有利于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财务公司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交易是双方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

场化选择，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

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经过事前认可，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公司已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在重组实施过程中已完成工商变更的资产将恢

复至原股东名下，公司仍将以钢铁为主业。因此，公司重新预计 2017 年与华菱集团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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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和行业特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股东华菱集团下属的子公司相

互之间已形成稳定的上下游及前后工序关系，2017 年公司与华菱集团的日常关联交

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重要保证。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华菱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金融

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财务公司与华菱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有利于公司通过协同效应，加速资金周转，减少结算费用，降低利息支出。 

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理，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正、公允，

没有对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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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有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意见。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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