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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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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召开

的第九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三位关联董事李仲泽、邓楚平、杜维吾对此议案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预计 2019年度将与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公

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关联企业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发生采购原材料及产

品、销售产品、项目建设、房屋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其中：采购原材料及产品

190,000 万元，销售产品 28,200 万元，项目建设 8,150 万元，房屋租赁 730 万

元。2018 年度累计已发生采购原材料及产品 230,499.91 万元，销售产品

28,240.58 万元，项目建设 4,090.82 万元，房屋租赁 646.43 万元（以上金额均

为无税）。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采购原材

料、产品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3,900 1,997.84 63,195.67 

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公司 105,700 31,796.66 115,072.10 

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7,200 1,586.90 8,341.23 

江西省修水赣北钨业有限公司 32,700 3,776.94 12,109.77 

五矿钨业有限公司 21,200 2,436.21 -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3,100 2.60 46.43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16,200 2,838.62 31,734.71 

小计 190,000 44,435.77 230,499.91 

销售产品 

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8,600 806.53 3,068.92 

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公司 8,600 3,580.86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1,400 212.70 6,781.30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9,600 1,735.62 18,390.36 

小计 28,200 6,335.72 28,240.58 

项目建设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8,000 1,015.07 4,045.07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150 - 45.75 

小计 8,150 1,015.07 4,090.82 

房屋租赁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730 125.02 646.43 

小计 730 125.02 646.43 

 注 1：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参考市场价格定价。 

 注 2：因预计关联人数量较多，且预计交易金额较小，未达到单独披露标准，

简化披露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和“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因此表格数据中，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和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发生金额包括除单独披露外的所有分别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厦门钨业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之间的发生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万

元） 

实 际 发 生

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采购原

材料、

产品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 
63,195.67 67,521.37 27.42 -6.41 

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

公司 
115,072.10 129,658.12 49.92 -11.25 

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

任公司 
8,341.23 13,162.39 3.62 -36.63 

江西省修水赣北钨业

有限公司 
12,109.77 14,700.85 5.25 -17.63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46.43 1,623.93 0.02 -97.14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 
31,734.71 25,213.68 13.77 25.86 

小计 230,499.91 251,880.34 100.00 -8.49 

销售 

产品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 
765.92 4,273.50 2.71 -82.08 

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

任公司 
3,068.92 7,094.02 10.87 -56.74 

华伟纳精密工具（昆

山）有限公司 
0.00 1,923.08 0.00 -100.00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6,015.38 3,803.42 21.30 58.16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 
18,390.36 15,555.56 65.12 18.22 

小计 28,240.58 32,649.57 100.00 -13.50 

项目 

建设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4,045.07 7,387.39 0.99 -45.24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45.75 108.11 0.01 -57.68 

小计 4,090.82 7,495.50 1.00 -45.42 

接受 

服务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513.53 500.00 100.00 2.71 

小计 513.53 500.00 100.00 2.71 

房屋 

租赁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646.43 666.67 100.00 -3.04 

小计 646.43 666.67 100.00 -3.04 

注 1：披露日期及索引：2018 年 5 月 12 日，公告编号：2018-30。 

注 2：因预计关联人数量较多，且预计交易金额较小，未达到单独披露标准，

简化披露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和“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因此表格数据中，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和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发生金额包括除单独披露外的所有分别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厦门钨业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之间的发生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晓宇 

注册资本： 176,336.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产品及相关产品的销售；陆路货物运输；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钨及钨制

品、锑及锑制品和白银的出口；从事经核准的境外期货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该公司总资产为 8,763,463.78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2,539,946.04 万元、营业总收入为 7,775,373.64万元 、净利润为-211,799.41

万元。 

    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与公司具有同一实际控制人，构成关联关系。 

    2.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 

注册地址：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新江路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钨的化合物及其它政策允许的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及

加工产品销售，钨精矿销售，普通货物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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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年底总资产 39,979.69 万元、净资产-52,412.74 万元、营业收入

121,631.56 万元、净利润-18,413.22 万元。 

    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与公司具有同一实际控制人，构成关联关系。 

    3.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兴旺 

注册资本： 27,943.42 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港东大道 

经营范围：主要经营硬质合金、钨制品、有色金属、矿产品等的生产和销售



业务。 

    截至 2018 年底总资产 72,432.95 万元、净资产 20,510.71 万元、营业收入

96,257.19 万元、净利润 818.19 万元。 

    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与公司具有同一实际控制人，构成关联关系。 

    4.江西省修水赣北钨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松林 

注册资本：15,989.69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吴都工业园  

经营范围：矿产品经营、加工选矿、研发、冶炼、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除

外）；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销售；矿山机械及配件、建筑材料销售；自营

商品的进出口贸易；道路货运站（场）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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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底总资产 22,926.02 万元、净资产 15,221.80 万元、营业收入

116,896.78 万元 、净利润 105.39 万元。 

    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与公司具有同一实际控制人，构成关联关系。 

    5.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和球 

注册资本：136,537.43 万元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 

经营范围：在本企业《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内承包工程业务；

在本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核定的范围内从事对外承包

工程业务；在本企业资格等级许可范围内承接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施工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资产总额 1,603,659.78 万元，所有者权益 327,647.44

万元，营业收入 1,320,465.26 万元，利润总额 30,292.68万元。 

    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与公司具有同一实际控制人，构成关联关系。 

    6.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复平  

注册资本：10,200,000,000 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五号 

经营范围：进出口业务；国际贷款项目和国内外工程、设备的招标、投标；

对外经济贸易咨询服务、展览、技术交流；承办广告业务；举办境内对外经济技

术展览会；出国（境）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组织国内企业出国（境）参、办展

览；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机电产品、铸件、焦炭、汽车配件的销售；实业投资、

资产管理。自有房屋租赁、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资产总额 90,069,357.15 万元，所有者权益

18,659,736.12 万元，营业收入 50,510,497.65 万元，利润总额 885,525.92 万

元。 

    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第一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构成关联关系。 

    7.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长庚 

注册资本：108,715.87万元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柯井社； 

经营范围：钨、稀土投资;钨及有色金属冶炼、加工;钨合金、钨深加工产品

和稀有稀土金属深加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金属、木料、塑料、布包装制品的生

产和销售;粉末、硬质合金、精密刀具、钨钼丝材、新能源材料和稀有稀土金属

的制造技术、分析检测以及科技成果的工程化转化;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出口本企

业生产加工的产品和进口本企业生产所需的生产技术、设备、原辅材料及备品备

件(计划、配额、许可证及自动登记的商品另行报批);加工贸易业务;企业管理咨

询;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其他未列明的专业咨询服务(不含需经许

可审批的项目)。(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

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截至 2018 年底资产总额 2,249,355.8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722,068.77 万元，营业收入 1,955,346.47 万元，利润总额 101,143.31



万元。 

    因公司副总经理担任厦门钨业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公司与厦门钨业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和资信普遍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交易各方按正

常的商业条件结算，不存在长期占用资金并造成坏账的风险。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定

价以市场价格为基本准则，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遵照公

平、公正的市场原则确定交易价格；交货、付款均按签订的合同相关条款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前已签订协议的，延续双方以前签订的协议；未签订协议的，待发生交易

时，再由双方根据市场的变化的原则，协商签订协议。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和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钨及硬质合金行业具

有重要地位，为了确保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原辅材料及产品采购、产

品销售、项目建设等相关的关联交易是必要的，是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持续发生

的、正常合理的行为，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 

2.以上关联交易的定价参照市场价格，遵循公允原则，公平合理，不会损害

公司利益。 

3.以上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交易

双方可随时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价格，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因此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为了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作，公司与各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将

会持续。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

加强社会公众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问题》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



制度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先进行了确认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平、互惠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

联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面文件及独立董事意见； 

3.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