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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2019-043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使用关联方土地的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9 年 7 月 15 日，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与本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钢集团”）和本溪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溪钢铁集团”）分别签订《土地租

赁协议》，租赁使用本钢集团和本溪钢铁集团的合计 8宗土地。 

2、本溪钢铁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钢集团为本溪钢铁集团

的控股股东，均为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高烈、曹爱民、申强、黄兴华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

该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均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钢板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交易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下，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本钢集团基本情况 

名称：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5646255759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继壮 

注册地址：本溪市平山区永丰街 103号 

注册资本；1,800,771.72 万元 

营业期限：2010年 11 月 25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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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其 80%的股权，

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其 20%的股权，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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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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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员会为其实际控制人。 

本钢集团为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0年 11月以其

全资持有的本溪钢铁集团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全部股权账面

价值（净资产 159.58 亿元）作为对本钢集团的出资独家设立的有限

公司。2016 年 6 月，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按照辽宁省委

省政府的统一要求，将其持有的本钢集团 20%股权无偿划转至辽宁省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划转完成后，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受托代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行使出资人权利，企业原有的管理

关系暂不调整。 

截止到 2019 年 3 月 31 日，本钢集团总资产 1,611.34 亿元，总

负债 1,187.88亿元，资产负债率 73.72%，所有者权益 423.46亿元，

2019 年 1-3 月份利润总额 1.23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钢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溪钢铁集团的控股股东，为本公司

的关联方。 

（二）本溪钢铁集团基本情况 

名称：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500119726263U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成广 

注册地址：平山区人民路 16 号 

注册资本；629,166.88 万元 

营业期限：1996年 7 月 10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矿山开采、板材轧制、制管、发电、特钢

型材、供暖、水电风气供应、金属加工、机电修造、设备制造、建筑

安装、铁路、公路运输、进出口贸易、旅游、住宿、饮食娱乐服务；

印刷、报刊发行，建筑材料、耐火材料、计器仪表、物资供销、房地

产开发、科研、设计、信息服务、物业管理、通讯、废钢铁收购、加

工和销售、房屋、人防工程租赁、钢材调剂、废油收购（以上项目限

分公司经营）、资产经营管理、《本钢日报》出版；设计制作印刷品广

告、利用自有（本钢日报）发布国内外广告、设计、制作电视台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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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集团持有其 85.33%的股权，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14.67%的股权。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为其实际控制人。 

截止到 2019 年 3月 31 日，本溪钢铁集团总资产 1,087.33 亿元，

总负债 869.47 亿元，资产负债率 79.96%，所有者权益 217.86 亿元，

2019 年 1-3 月份利润总额 1.96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溪钢铁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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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租赁的交易标的为本钢集团和本溪钢铁集团合法拥有土地

使用权的 8 宗国有土地，面积合计 771,202.3㎡，具体情况如下：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证号 坐落 面积（㎡） 
取得

方式 
用途 

本钢集团 
本国土溪湖国用

（2012）第 001号 
溪湖区郑家 229,567.3 

授 权

经营 
工业 

本钢集团 
本国用（2012）第

017号 
平山区兴安 469,615 

授 权

经营 
工业 

本钢集团 
本国用（2015）第

014号 
平山区团山子 8,900 出让 工业 

本钢集团 
本国用（2016）第

003号 
平山区团山子 20,200 出让 工业 

本溪钢铁集团 
本国用（2009）第

101号 
平山区振工 6,920 出让 工业 

本溪钢铁集团 
本国用（2015）第

057号 
平山区滨河南路 8,266 出让 工业 

本溪钢铁集团 
本溪国用（2005）

第 090号 
平山区团山子兴安 14,700 出让 工业 

本溪钢铁集团 
本国用（2006）第

016号 
平山区滨河南路兴安 13,034 出让 工业 

合计  771,202.3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作为定

价基础，经协议双方协商确定最终租金价格。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本钢集团的《土地租赁协议》 

1、租赁标的 

本钢集团拥有土地使用权的 4 宗国有土地，面积共计 728,282.3

㎡，具体情况详见公告第三部分。 

2、租赁价格 

经双方平等协商，以租赁标的“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作为定价基础，一致同意对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全部土

地按照每月 1.138 元 /㎡的标准计算土地租金，年租金合计

9,945,423.09 元。 

3、租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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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 

4、租金支付 

在合同期限内，按年支付租金。 

5、租金调整机制 

协议生效后，每五年，双方应根据国家法律政策调整情况，对照

协议约定的定价基础，就租金是否需要调整进行判断，即协议生效后

第六年、第十一年、第十六年，双方应根据本条约定对租金价格是否

需要调整进行协商判断。 

若定价基础“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的变化

幅度超过 20%的，双方应根据届时实际情况，对租金价格进行调整，

并签订补充协议；若变化幅度不超过 20%的，租金价格可以不进行调

整，若协商一致同意不调整的，可以不再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而仅签

订书面确认文件即可。 

6、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完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均构成违约，违约

方应赔偿对方因违约遭受的全部损失。 

（2）因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本协议的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

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书面通知对方，并可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

范围内免责。但在不可抗力的原因消失后，应继续履约。 

（3）若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不能正常使用租赁标的的，甲方应

当按照乙方不能正常使用租赁标的的时间，无条件延长租赁期限，若

乙方不能正常使用租赁标的超过一年的，除有权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赔

偿责任外，还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4）若乙方不能按时支付租金，按照应付未付租金金额，按日

0.1%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拖欠租金超过一年的，甲方除有

权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外，还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7、优先权 

协议期限届满后，在同等条件下，本钢板材有优先续租权。 

（二）与本溪钢铁集团的《土地租赁协议》 

1、租赁标的 

本溪钢铁集团拥有土地使用权的 4宗国有土地，面积共计 42,920

㎡，具体情况详见公告第三部分。 

2、租赁价格 

经双方平等协商，以租赁标的“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作为定价基础，一致同意对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全部土

地按照每月 1.138 元 /㎡的标准计算土地租金，年租金合计

586,115.52 元。 

协议的其他主要内容与前述本钢板材与本钢集团签订的《土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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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协议》内容相同。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租赁关联方土地系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该等土地均

与公司原租赁使用本溪钢铁集团的土地相连，租赁使用后，有利于进

一步提高公司生产场地的规模化、完整性和利用效率，符合公司长远

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具有必要性，定价

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19 年 1-3 月份与本钢集团累计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购销商

品、提供和接受劳务）为 0.79 万元，与本溪钢铁集团累计发生经常

性关联交易（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为 8,808.21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会前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

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租赁使用关联方土地有利

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生产场地的规模化、完整性和利用效率，具备合理

性和必要性。本次交易的定价方式合理，租金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拟签订的协议形式和

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综上，同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公司向关联方租赁使用土地的

关联交易事宜。 

九、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租赁使用关联方本钢集团有限公司、本溪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土地关联交易事项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

该等土地均与公司原租赁使用本溪钢铁集团的土地相连，租赁使用

后，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生产场地的规模化、完整性和利用效率，

符合公司长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具

有必要性，定价公允。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

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

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综上, 保荐机构

同意公司租赁使用关联方本钢集团有限公司、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土地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公司与本钢集团、本溪钢铁集团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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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土地租赁协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3、本钢板材与本钢集团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 

4、本钢板材与本溪钢铁集团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 

5、申万宏源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