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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0    证券简称：五矿资本    公告编号：临2018-019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拓展融资渠道、

业务渠道，并能为公司带来较好的收益；同时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

联交易，均符合本公司及关联方各项制度尤其是风险管理制度的要求，均符合银

保监会、证监会等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均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

允的原则进行，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日常经营、合规管理、风险管理不构成

不利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业务

不因此类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任珠峰、赵智、薛飞、张树强、杜维吾回避了表决，表决情况：

四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该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五矿股份”）、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沙矿冶院”）、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财务”）均将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发表了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

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中发表独立意见：经审查，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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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活动的组成部分，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定价公允，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

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关联交易遵循《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了审批程序和

信息披露制度，严格执行了各项关联交易协议。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遵循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交易，未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

的利益。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类型/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方 2018 年预计金额 2018 年实际发生 说明 

关联

方资

金融

通 

融入资金余额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含五矿财务）及绵商行 
321,400.00  201,930.00  注 1  

向关联方支付

利息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含五矿财务）及绵商行 
13,750.00  12,653.64    

存出资金余额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含五矿财务）及绵商行 
100,000.00  30,136.59  注 2  

从关联方收取

的利息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含五矿财务）及绵商行 
1,600.00  1,412.85    

关联

租赁 

经营租赁支出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4,750.00   4,190.90    

融资租赁资产

余额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300,000.00  79,405.68  注 3  

融资租赁收入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20,000.00  6,645.49  注 3  

关联

信托 

财务咨询收入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1,100.00 702.96    

信托受益权转

让余额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120,000.00  35,938.00 注 4  

关联

证券

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

财务顾问、承

销收入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50.00       

证券经纪业务

收入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30.00  3.83    

基金分仓业务

收入 
安信基金 80.0  63.71  注 5 

销售服务费支

出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含五矿财务）及绵商行 
  283.02  注 5  

关联 采购商品、接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7,600.00  8,504.97  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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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 受劳务 

关联

销售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0.00  4,285.00  注 6  

关联

期货

业务 

期货账户资金

余额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70,000.00  35,053.00    

期货交易手续

费收入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650.00  919.00    

关联

基金

业务 

认购金融产

品、资产管理

业务 

安信基金 10,000.00  9,017.16    

投资收益 安信基金 5,000.00   -475.99    

合 计   
 

976,010.00 430,669.80    

 

注 1：主要是公司根据资金市场环境，融资策略略有调整，导致关联方融入

资金余额有所减少。 

注 2：主要是公司货币资金规模低于预计，导致存放于关联方五矿财务、绵

商行的资金余额相应减少。 

注 3：主要是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低于预计，导致融资租赁融

出资金余额以及融资租赁收入相应减少。 

注 4：主要是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的信托收益权转让规模低于预期，导致信托

受益权转让余额相应减少。 

注 5：主要是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的相关业务高于预期，导致业务收入或服务

费支出相应增加。 

注 6：主要是公司向关联方购买或销售商品规模高于预期，导致采购或销售

金额相应增加。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类型/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方 2019 年预计金额 

关联方

资金融

通 

融入资金余额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含五矿财

务）及绵商行 
329,700.00  

向关联方支付利息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含五矿财

务）及绵商行 
12,300.00  

存出资金余额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含五矿财

务）及绵商行 
    125,400.00  

从关联方收取的利息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含五矿财

务）及绵商行 
      2,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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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租

赁 

经营租赁支出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5,730.00  

融资租赁资产余额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300,000.00  

融资租赁收入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20,000.00  

关联信

托 

财务咨询收入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800.00  

信托受益权转让余额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90,000.00  

关联证

券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财务顾

问、承销收入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2,000.00  

证券经纪业务收入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200.00  

基金分仓业务收入 安信基金 150.00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500.00  

受托资产管理期末规模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含五矿财

务）及绵商行 
300,000.00  

关联采

购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31,600.00  

关联销

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20,000.00  

关联期

货业务 

期货账户资金余额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200,000.00    

期货交易手续费收入 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1,000.00   

关联基

金业务 

认购金融产品、资产管

理业务 
安信基金 12,000.00  

投资收益 安信基金 800.00  

合 计 1,454,732.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 

1、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及办公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五号 

法定代表人：唐复平 

成立日期：1982年12月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093XR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产品及非金属矿产品的投资、销售；新

能源的开发和投资管理；金融、证券、信托、租赁、保险、基金、期货领域的投

资管理；投资与资产管理；各种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及工程设备租赁；与工程建筑

相关的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交流和技术转让；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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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工业所需设备的开发、销售；承担国外各类工业、民用建筑工程咨询、勘察、

设计和设备租赁；机电产品、小轿车、建筑材料、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机械设

备的销售；建筑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技术研究、规划勘察、设计、监理服务；房

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招标、投标及招标代理；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经济贸易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交流；自有房屋租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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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20,000万元 

2、关联关系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五矿及下属成员单位持有本公司1,890,346,664

股，占总股本的50.43%，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中国五矿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中国五矿下属各成员单位的主管部门和控股股东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同为中

国五矿，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 

（二）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绵阳商业银行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制 

注册地及办公住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临园路西段文竹街3号 

法定代表人：何苗 

成立日期：2000年9月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91510000708925914M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

券；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办理地

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按规定经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或有权上级行授权开办的其他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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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外汇同业拆借，外汇担保，外汇买卖，资

信调查、咨询、见证以及开办结汇、售汇（对公、对私）业务。（以上项目及期

限以许可证为准） 

2、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8,164,876.08 8,571,990.51 

净资产 482,932.14 541,791.34 

项 目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1,262.85 206,848.61 

净利润 63,438.62 63,355.89 

3、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珠峰先生及公司副总经理王晓东先生同时担任绵商

行董事，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 

（三）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安信基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Essence Fund Management Co., Ltd. 

法定代表人：刘入领 

总经理：刘入领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9144030058674847XF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注册资本：50,625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36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36

层 

2、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7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81,501.22 76,594.95 

净资产 49,990.48 52,918.33 

项    目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148.94 33,956.96 

净利润 5,722.93 3,856.70 

3、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珠峰先生及公司副总经理王晓东先生同时担任安信

基金董事，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1、关联方资金融通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五矿资本控股等以委托贷款、贷款的方式从中国五矿及其

下属单位五矿财务及绵商行等借入资金。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五矿资本控股等存入五矿财务及绵商行的存款，并收取相

应存款利息收入。 

2、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关联交易为外贸租赁向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所产生的关联交易。 

3、经营租赁 

经营租赁关联交易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五矿资本控股、五矿信托等为了日常

经营及办公需要租赁中国五矿及所属企业位于长沙、北京等地的物业所产生的关

联交易。 

4、信托业务 

信托业务关联交易为公司下属子公司五矿信托与中国五矿及其所属企业在

信托业务方面开展的合作，主要为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和向关联方转让信托受益权。 

5、证券业务 

证券经纪业务关联交易为公司下属子公司五矿证券为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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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提供证券经纪服务、投资银行业务财务顾问、承销服务、资产管理服务及投资

咨询服务等并收取佣金和手续费等形成的关联交易。 

基金分仓业务关联交易为安信基金提供基金分仓服务并收取相关费用等形

成的关联交易。 

6、采购与销售业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从中国五矿下属单位

采购原材料、机器设备，接受中国五矿及下属单位的出口代理、施工、修理等服

务并支付相关费用形成的关联交易。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中国五矿下属单位

销售原材料、机器设备，提供中国五矿及下属单位的出口代理、施工、修理等服

务并支付相关费用形成的关联交易。 

7、期货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五矿经易期货与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之间发生的期货经

纪、资产管理等业务；并相应收取手续费及佣金。 

8、基金业务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五矿资本控股等委托安信基金进行专户理财认购基金等，

并获取理财收益。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1、资金融通业务 

（1）融入资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通过贷款、委托贷款等方式从中国五矿

及其下属单位、五矿财务及绵商行借入资金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

不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具体融资利率由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五矿财务

及绵商行根据融资人的信用风险状况、融资期限等协商确定，在相关法律法规允

许的范围内浮动。 

（2）存出资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存入五矿财务及绵商行的存款利率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不同期限存款基准利率执行，具体存款利率与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与五矿财务及绵商行协商确定，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浮动。 

2、租赁业务 

（1）经营租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国五矿及下属单位之间发生的物业

租赁行为，由出租方与承租方根据租赁物业周边市场租金水平协商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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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融资租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国五矿及下属单位之间发生的融资

租赁交易，其融资租赁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一定比例（具体视承租人

的资信情况而定），由外贸租赁与中国五矿及下属单位协商确定。 

3、信托业务 

五矿信托与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在信托业务方面开展合作、提供财务顾问

服务、收取财务咨询收入由五矿信托参考市场价格与被服务对象协商确定；五矿

信托向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转让信托受益权由五矿信托参考市场利率与受让

方协商确定。 

4、证券业务 

五矿证券向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提供证券经纪服务、投资银行业务财务顾

问、承销服务、资产管理服务、基金分仓服务及投资咨询服务等由五矿证券参考

市场价格与被服务对象协商确定。 

5、采购与销售业务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从中国五矿下属单位采购及销售原材料、机器设备，接受

或提供中国五矿及下属单位的出口代理、施工、修理等服务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

定交易价格。 

6、期货业务 

五矿经易期货向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提供期货经纪业务收取的佣金由五

矿经易期货参考市场价格与被服务对象协商确定。 

7、基金业务 

安信基金与中国五矿及其下属单位开展基金业务合作由安信基金参考市场

价格与被服务对象协商确定。 

公司所有关联交易皆按照业务类型签署相关协议，付款安排、结算方式、协

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拓展融资渠道、业

务渠道，并能为公司带来较好的收益；同时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

交易，均符合本公司及关联方各项制度尤其是风险管理制度的要求，均符合银监

会、证监会等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均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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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进行，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日常经营、合规管理、风险管理不构成不利

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业务不因

此类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