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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29                  股票简称：*ST 钒钛                  公告编号：2018-05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鞍钢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集团”）、控股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攀钢集团”）为履行避免与解决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经与公司友好

协商，同意将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昌钢钒”）钒制品

分公司（以下简称“西昌钒制品分公司”）、四川攀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攀研公司”）所属钒电池电解液和钒氮合金试验线委托公司经营管理。

为降低管理成本，公司将攀钢金贸大厦（以下简称“金贸大厦”）委托成都

攀钢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大酒店”）进行托管经营。经交易各

方友好协商，就上述托管事宜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 2016 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时，鞍钢集团、攀钢集团分别出具了《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为切实履行承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经友好协商，攀钢集团将西昌钢钒所属钒制品分公司、攀研公司所属

钒电池电解液试验线和钒氮合金试验线交由公司托管经营，并由公司分别

与西昌钢钒和攀研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协议。 

为增强金贸大厦的运营效率，降低公司管理成本，经公司与攀钢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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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友好协商，公司将金贸大厦委托攀钢大酒店进行托管经营，并由公司与

攀钢大酒店签署委托管理协议。 

 

二、内部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署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会议

召开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4）。 

西昌钢钒、攀研公司及攀钢大酒店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攀钢集团的下属

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托管构成关联

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关联董事段向东、张治

杰、刘杰、陈勇、马连勇回避了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西昌钢钒 

企业名称：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401MA62H9WN95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明富 

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3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地址：西昌市经久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钢、铁、钒、焦冶炼；钢压延加工；煤化工及其副产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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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制造修理；建筑材料制造；生活饮用

水供应（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经销：机械设备、电器设备、金属

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汽车配件、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设备租凭、房屋租赁；物资储存；日用品修理；

冶金工程、工业自动化、信息工程技术服务；综合技术及计算机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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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攀钢集团持有其 100%的股权。 

西昌钢钒是公司控股股东攀钢集团控制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方。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西昌钢钒总资产为人民币 323 亿元，净资产

为人民币 73 亿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00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036 万元。 

（二）攀研公司 

企业名称：四川攀研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708915337U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国才 

成立日期：1998 年 11 月 5 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攀枝花市东区桃源街 90 号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含危险化学品）。冶金、机械、建筑材料、冶金

辅料、化工、计算机软件、物理化学检测、无损检测、设备诊断及冶金资

源综合利用的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新产品的开

发；电器设备、水处理剂、铸件、锻件、通用零部件制造；花卉、苗木种

植及租赁；进出口贸易；设备、仪器仪表安装、调试、维修；销售：金属

材料、冶金材料、机械设备、钢压延制品、钒钛原料及制品。（以上经营范



 

4 

围涉及前置许可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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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攀钢集团全资子公司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其 70%

的股权，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30%的股权。 

攀研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攀钢集团控制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方。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攀研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5,285 万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4,015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1,106 万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 57 万元。 

（三）攀钢大酒店 

企业名称：成都攀钢大酒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33144936J 

注册资本：45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红光 

成立日期：1997 年 05 月 25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一环路北三段 167 号 

经营范围：住宿；中餐类制售（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

现榨饮料）；理发店、茶座。房屋租赁、汽车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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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攀钢集团持有其 100%的股权。 

攀钢大酒店是公司控股股东攀钢集团控制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方。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攀钢大酒店总资产为人民币 8,063.75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3827.82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446.72 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216.82 万元。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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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西昌钒制品分公司 

企业名称：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钒制品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401MA65JYLD9M 

营业场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经久乡罗家沟（经久工业园

区钒制品办公大楼） 

负责人：杨兵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20 日 

经营范围：钒冶炼；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制造修理；经销：机械设备、

电器设备、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冶金工程、工业自动化、信息工程技术服务；综合技

术及计算机软件开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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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昌钒制品分公司前身为西昌钢钒钒制品厂，于 2011 年 3 月正式开工

建设，2012 年 4 月 10 日正式投产，设计年处理钒渣 16.7 万吨，年产三氧

化二钒 7,800 余吨，五氧化二钒 4,000 余吨，中钒铁 13,000 余吨。 

截止 2017 年末，西昌钒制品分公司固定资产原值 206,616 万元,已计提

折旧 7,746 万元，净值 198,870 万元。 

（二）攀研公司钒电池电解液和钒氮合金试验线 

1. 钒电池电解液试验线 

该试验线为两条 500m
3/a 钒电池电解液试验线，现处于试产试销阶段。

2017 年按照销售合同实际生产钒电解液约 100m
3。 

截止 2017 年末，钒电池电解液生产相关设备固定资产原值 1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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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计提折旧 31.68 万元，净值 88.32 万元。 

2. 钒氮合金试验线 

该试验线现有 2 条 TBY试验线，其中一条为 23 米单道 TBY试验生产线，

另一条为 36 米双道 TBY试验生产线。2017 年试验生产钒氮合金约 450 吨。 

截止 2017 年末，钒氮合金试验线相关设备固定资产原值 1539.03 万元,

已计提折旧 639.10 万元，净值 899.93 万元。 

（三）金贸大厦 

金贸大厦为公司直属二级单位，主要提供办公场所租赁服务。 

截止 2017 年末，金贸大厦资产总额 2.76 亿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2,257

万元，净利润 112 万元。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五、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受托管理西昌钒制品分公司 

委托方（甲方）：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1. 托管内容与权利义务 

甲方同意将其甲方钒制品分公司的资产、人员及生产经营等管理业务

委托给乙方管理，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托管期间，甲方享有资产处

分权及收益权；乙方履行并承担管理责任，并按其内部二级单位进行管理；

日常业务中涉及需按产权归属办理具体手续的事项，经乙方履行审批程序

后，由甲方协助办理。 

2. 托管期限 

本托管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本协议到期后的后续管理，双方协商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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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托管费用 

经双方协商按照 80 万元/年（不含税）支付,于每年 12 月 15 日前由甲

方转账支付至乙方账户。 

4. 违约责任 

本托管协议双方均应严格按照本协议诚实、全面并实际履行本托管协

议。任何违反本托管协议的行为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承担因其违约而

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 本托管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5.1 本托管协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双方代表人签字并加盖行政章

后生效。 

5.2 本托管协议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 

（1）期限届满且未签订新的协议； 

（2）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托管协议； 

（3）任何一方的主体资格消灭。 

（二）受托管理攀研公司两条试验生产线 

委托方（甲方）：四川攀研技术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1.托管内容与权利义务 

甲方同意将其钒电解液和钒氮合金两条试验生产线的资产、人员及生

产经营等管理业务委托给乙方管理，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托管期间，

甲方享有资产处分权及收益权；乙方履行并承担管理责任，并按其内部二

级单位进行管理；日常业务中涉及需按产权归属办理具体手续的事项，经

乙方履行审批程序后，由甲方协助办理。 

2.托管期限 

本托管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本协议到期后的后续管理，双方协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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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托管费用 

经双方协商按照 40 万元/年（不含税）支付,于每年 12 月 15 日前由甲

方转账支付至乙方账户。 

4.违约责任 

本托管协议双方均应严格按照本协议诚实、全面并实际履行本托管协

议。任何违反本托管协议的行为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承担因其违约而

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本托管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5.1 本托管协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双方代表人签字并加盖行政章

后生效。 

5.2 本托管协议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 

（1）期限届满且未签订新的协议； 

（2）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托管协议； 

（3）任何一方的主体资格消灭。 

（三）委托攀钢大酒店管理金贸大厦 

委托方（甲方）：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成都攀钢大酒店有限公司 

1.托管内容与权利义务 

甲方同意将其金贸大厦的资产和业务委托给乙方管理，乙方同意接受

甲方的委托。托管期间，甲方享有资产处分权及收益权；乙方履行并承担

管理责任，并按其内部二级单位进行管理；日常业务中涉及需按产权归属

办理具体手续的事项，经乙方履行审批程序后，由甲方协助办理。 

2.托管期限 

本托管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本协议到期后的后续管理，双方协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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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托管费用 

经双方协商按照 50 万元/年（不含税）支付,于每年 12 月 15 日前转账

支付。 

4.违约责任 

本托管协议双方均应严格按照本协议诚实、全面并实际履行本托管协

议。任何违反本托管协议的行为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承担因其违约而

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本托管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5.1 本托管协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双方代表人签字并加盖行政章

后生效。 

5.2 本托管协议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 

（1）期限届满且未签订新的协议； 

（2）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托管协议； 

（3）任何一方的主体资格消灭。 

 

六、2017 年公司与有关关联方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17 年度，公司与西昌钢钒累计发生关联交易约 13.59 亿元，公司与

攀研公司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约 0.11 亿元，公司与攀钢大酒店累计发生关

联交易约 350.75 万元。（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七、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公司受托对西昌钒制品分公司、攀研公司所属钒电池电解液和钒

氮合金试验线进行托管经营，是鞍钢集团与攀钢集团履行避免与解决同业

竞争相关承诺的具体措施，符合公司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提升钒产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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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钢领域应用的研究能力，更有效地将市场需求与科技研发紧密结合，从

而进一步增强公司钒产品竞争力。本次托管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上述托管事宜不影响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继续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 

本次公司将金贸大厦委托攀钢大酒店进行经营管理，可以有效利用攀

钢大酒店在物业管理、房产维护及客户服务的优势，提高管理效率，降低

管理成本，有利于公司专注于主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利益。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委托管理协议，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发表事前认

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公司受托对西昌钒制品分公司、攀研公司所属钒电池电解液和钒

氮合金试验线进行托管经营，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鞍钢集团公司、控股股东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履行避免与解决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具体措施，符合公

司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提升钒产品在非钢领域应用的研究能力，更有效

地将市场需求与科技研发紧密结合，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钒产品竞争力。

本次公司将金贸大厦委托攀钢大酒店进行经营管理，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公司可以有效利用攀钢大酒店在物业管理、房产维护及客户服务的优势，

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有利于公司专注于主营业务发展，符合公

司长远利益。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委托管理事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不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继续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

关承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有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决

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上述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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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委托管理协议； 

（三）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