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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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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滨州市宏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宏诺”）、

邹平宏发铝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邹平宏发”）、邹平县汇盛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邹平汇盛”）、邹平县宏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邹

平宏正”）、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魏桥铝电”）、山东瑞信招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招标”）2019年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年度累计

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2.8亿元（不含税）。 

公司于2019年1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赵前方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以

往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司2019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对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预计情况预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19 年度预

计交易金额 

2018 年实际

发生额（未经

审计）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电力 

 

邹平宏发 采购热轧卷等 市场价原则 6,000.00 8,621.91 

邹平汇盛 采购铝锭等 市场价原则 35,000.00 23,745.81 

邹平宏正 采购液态铝等 市场价原则 176,500.00 65,576.54 

魏桥铝电 采购电力等 市场价原则 2,600.00 591.58 

滨州宏诺 购买铝锭、电等 市场价原则 7,680.00 19,678.51 

滨州宏展 购买铸轧卷等 市场价原则 0.00 2,230.17 

向关联人提供

租赁 
滨州宏诺 

提供变电站土地

租赁 
市场价原则 20.00 17.22 

租赁关联人土

地 
魏桥铝电 

租赁邹平县宏程

铝业科技有限公

司厂区土地使用

权 

市场价原则 180.00 105.95 

接受招标服务 瑞信招标 接受招标服务 市场价原则 20.00 20.26 

合计 228,000.00 120,587.95 

（三）2018年度截至披露日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实际

发生额（未

经审计）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滨州宏诺 购买铝锭、电等 19,678.51 26,300.00 13.00% -25.18% 

详见2017年12

月14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

om.cn）的《关

于公司2018年

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预计的

公告》 

邹平宏发 购买热轧卷等 8,621.91 9,000.00 5.98% -4.20% 

滨州宏展 购买铸轧卷等 2,230.17 13,000.00 1.55% -82.84% 

邹平汇盛 购买液态铝等 23,745.81 24,000.00 16.46% -1.06% 

邹平宏正 购买液态铝等 65,576.54 76,980.00 43.32% -14.81% 

魏桥铝电 购买电力等 591.58 700.00 13.66% -15.49% 

小计  120,444.52 149,980.00 - -19.69% 

向关联人

提供租赁 

滨州宏诺 租赁变电站土地 17.22 20.00 2.00% -13.90% 

小计  17.22 20.00 - -13.90%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6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6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6


合计 120,461.74 150,000.00 - -19.6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18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未

超过预计总金额。滨州宏诺和滨州宏展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2018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为:2018年度，公司采购

滨州宏诺铝锭等19,678.51万元，少于2018年度预计金额25.18%

，主要是公司铸轧生产线搬迁至邹平完成时间早于预期，考虑到

运输距离，公司转为从邹平宏正采购；2018年度，公司采购滨州

宏展铸轧卷等2,230.17万元，少于2018年度预计金额82.84%，主

要是公司15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铸轧线生产项目建设、投产进度早

于预期，因此公司减少了从关联公司的原材料采购。 

公司独立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

况。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滨州市宏诺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滨州经济开发区 220国道以北 

法定代表人：路来峰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铝矿砂（铝矾土）贸易；铝锭、铝板、铝箔、铝带和铝制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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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滨州宏诺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902,660.27万元，负债总

额为人民币 294,821.28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607,838.99万元，2018年 1-9月实

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737,381.19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65,624.36万元。（未经审

计） 

2、邹平宏发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经济开发区会仙一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王新建 

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铝制品生产技术的研发,铝制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加工及销售;交

通用铝合金材料加工销售,高精铝板带生产销售,铝制品机械设备及配件、劳保及办



公用品的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生产加工项目不含熔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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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邹平宏发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747,174.53万元，负债总

额为人民币 722,069.30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5,105.23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

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79,950.33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8,785.36 万元。（未经

审计） 

3、邹平县汇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韩店镇会仙五路以北、新民河以西 

法定代表人：杜征光 

注册资本：59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型结构金属材料生产技术的研发;销售铝矾土;铝锭、铝板、铝箔、

铝带、铝型材压延加工及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项目不含危险

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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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邹平汇盛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422,742.85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690,173.10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732,569.74万元，2018年 1-9月

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186,913.52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9,612.47万元。（未

经审计） 

4、邹平县宏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经济开发区月河四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张行涛 

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型结构金属材料生产技术的研发;销售铝矾土;铝锭、铝板、铝箔、

铝带、铝型材压延加工及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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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邹平宏正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835,702.15万元，负债总

额为人民币 693,562.85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42,139.30万元，2018年 1-9月实

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917,746.36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47,647.20万元。（未经审

计） 



5、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邹平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六路 

法定代表人：张波 

注册资本：1,3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热电(仅限于本企业使用),粉煤灰及粉煤灰空心砌砖、彩色高强

铺地砖;铝矿砂(铝矾土)贸易及加工;粉煤灰综合利用生产氧化铝及氧化铝销售;铝

锭、铝板、铝箔、铝带和铝制品的加工及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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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魏桥铝电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1,344,939.21万元，负

债总额为人民币 8,214,220.52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130,718.69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528,997.59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59,042.92万元。

（未经审计） 

6、山东瑞信招标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经济开发区会仙一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李锋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招标代理服务;废旧物资购销;机电设备、车辆及其配件、办公及劳

保用品;五金工具、化验设备、机械设备维修;建筑施工劳务分包;建筑工程设计施工;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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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瑞信招标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46.35万元，负债总额为

人民币 168.95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77.4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为人

民币 447.51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85.83 万元。（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公司与滨州宏诺、邹平宏发、邹平汇盛、邹平宏正、魏桥铝电受同一法人股东

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控制，公司与瑞信招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从而构成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关联方滨州宏诺、邹平宏发、邹平汇盛、



邹平宏正、魏桥铝电、瑞信招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资信良好，以往履约

情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的，是一种公允、合理的定价方式；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

也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具有合法性、公允性。 

2、交易价格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 

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及第三方价

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是为了保证公司铝板带产品的正常的销售，均属

于正常的产品购销，且双方已存在业务合作基础，上述日常交易安排支持了公司的

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 

（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经营生产需要，是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公司与关联方交

易公允，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份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

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其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且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进行了

认真审查。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公司预计的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

为，是基于日常经营的必要性，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拟发生的关

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构成影响。 

公司董事会审议2019年度预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该

项关联交易的预计，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预计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

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