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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 1月 13日上午 11:00时（北京时间）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喀什东路 18号本公司文化馆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致开幕词； 

（二）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唱票人、计票人，并由主持人宣布； 

（三）审议以下议案： 

1、《公司关于与特变电工、特变集团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公司关于与成都富江、河南远洋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股东发言； 

（五）现场投票表决； 

（六）计票人与监票人进行现场投票计票； 

（七）监票人宣布现场投票计票结果； 

（八）通过交易所系统统计现场及网络投票的最终结果； 

（九）由见证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并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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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公司关于与特变电工、特变集团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向第一大股东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含分子公司，下同，以下简

称“特变电工”）采购动力煤（含运输）、工业硅、化工原料、工业用水、变压

器等相关设备、线缆等产品，接受工程、装卸等服务 

公司 2*150MW热电联产机组以动力煤为燃料，特变电工从事煤炭生产、销售

的子公司为新疆地区大型煤炭生产企业；公司项目建设需要变压器及相关设备、

线缆等产品，特变电工是全球领先的输变电企业；工业硅、化工原料、工业用水

为公司生产所用原材料及燃料动力之一，特变电工子公司因工业硅、化工原料采

购量大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其子公司在甘泉堡工业园区建有水处理工厂。经双

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特变电工签订《框架协议》，公司拟向特变电工采购动力

煤并委托其承运动力煤，预计交易金额为 20,000 万元（含运费）；采购工业硅、

化工原料、工业用水等产品，预计交易金额为 5,000万元；采购变压器等相关设

备、线缆等产品，接受工程、装卸等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为 5,000万元。 

2、公司接受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各类金融服务 

随着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公司所需资金不断上升、存贷款业

务需求量不断增加，公司拟接受特变电工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其中 2020年度每日最高存

款余额（含应计利息）不超过 5亿元，2020年度每日最高贷款余额（含应计利

息）不超过 10亿元，2020年度每日承兑与贴现票据额度不超过 5亿元，其他金

融服务 2020年度累计发生额不超过 0.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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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向特变电工销售铝合金杆产品、铝制品、太阳能支架（含安装）等

产品，提供劳务服务 

铝合金产品、铝制品是特变电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之一，其光伏产业子公司

建设太阳能电站需要太阳能支架；而公司具有铝合金产品、铝制品及太阳能支架

生产供应能力；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特变电工签订《框架协议》，公司拟

向特变电工销售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等产品，提供劳务服务，预计交易金额

35,000万元；销售太阳能支架（含安装），预计交易金额 10,000万元。 

4、公司向特变电工第一大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含分子公司，

下同，以下简称“特变集团”）采购开关柜、配电柜等产品，接受电气、工程等

服务 

公司项目建设需要开关柜、配电柜等产品，特变集团子公司为国内较大的生

产企业，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特变集团签订《框架协议》，公司拟向特变

集团采购开关柜、配电柜等产品、接受电气、工程等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为 6,000

万元。 

5、公司向特变集团销售铝合金门窗等产品 

公司具有铝合金门窗等产品的生产供应能力，根据特变集团经营需要，经双

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特变集团签订《框架协议》，公司拟向特变集团销售铝合

金门窗等产品，预计交易金额 4,000万元。 

以上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采购及销售商品、接受及提供劳务服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9年初

预计金额 

2019年 1-11

月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燃料和

动力，接

动力煤（含运输） 

特变电工及

分子公司 

20,000 14,171.97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

及项目建设需要采

购 

变压器、线缆等产品 10,000 5,604.86 

工业硅、化工原料、工

业用水等产品、接受零

星工程劳务 

12,000 4,09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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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劳务 小计 42,000 23,869.88 / 

开关柜、配电柜等产品、

接受工程服务 

特变集团及

分子公司 
12,000 3,587.44 

公司根据项目建设

需要采购 

小计 12,000 3,587.44 /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提供

劳务 

铝合金杆、铝制品、铝

合金门窗等产品，提供

工程劳务 
特变电工及

分子公司 

18,000 17,841.84 
/ 

太阳能支架（含安装） 6,000 4,191.98 

小计 24,000 22,033.82 / 

铝合金门窗、铝制品等

产品，提供园林绿化及

工程服务 

特变集团及

分子公司 
10,000 1,162.44 

特变集团根据生产

经营情况采购 

小计 10,000 1,162.44 / 

合计 88,000 50,653.58 / 

2、接受财务公司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关联交易类

型 
2019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2019年 1-11月实际发生金额 

1 存款服务 5（每日最高存款余额） 2.59 

2 贷款服务 
10（每日最高贷款余额，含应计利

息） 
7.16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采购及销售商品、接受及提供劳务服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20年

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19年

1-11月实

际发生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

料、燃

料和动

力，接

受劳务 

动力煤（含运输） 

特变电工

及分子公

司 

20,000 70-90  14,171.97  72.16  

公司根据生产情

况采购 

工业硅、化工原料、

工业用水等产品 
5,000 25-35  4,093.05  30.35 

变压器及相关设

备、线缆等产品，

接受工程、装卸等

服务 

5,000 80-90  5,604.86  94.74 

小计 30,000 / 23,869.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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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柜、配电柜等

产品、接受电气、

工程等服务 

特变集团

及分子公

司 

6,000 15-25  3,587.44  8.79  
根据项目进度采

购 

小计 6,000 / 3,587.44  / /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提供劳

务 

铝合金产品、铝制

品等产品，提供劳

务服务 
特变电工

及分子公

司 

35,000 15-30   17,841.84  14.08  
特变电工根据生

产情况采购 
太阳能支架（含安

装） 
10,000 100  4,191.98  100  

小计 45,000 / 21,978.32  /  / 

铝合金门窗等产品 

特变集团

及分子公

司 

4,000  30-40 463.75  8.73  
特变集团根据生

产情况采购  

小计 4,000 / 463.75   / / 

合计 85,000 / 49,899.39  /  / 

2、接受财务公司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 

（1）特变财务公司拟向公司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①存款服务：为本公司设计最优存款组合，如本地货币及外币活期存款、通

知存款及定期存款。 

②贷款服务：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向本公司提供贷款业务。 

③商业票据承兑与贴现服务收费应不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型服

务所收取的费用。 

④其他金融服务：特变电工成员单位内部的商业票据承兑与贴现服务、结算

服务、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等经银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金融服务。 

（2）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关联交易类型 2020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2019年 1-11月实际发生

金额 

1 存款服务 5（每日最高存款余额） 2.59 

2 贷款服务 
10（每日最高贷款余额，含

应计利息） 
7.16 

3 
商业票据承兑与贴现

服务 
5（每日最高额度） 

票据金额 1.18 

手续费金额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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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金融服务 0.1（2020年度累计发生额） 0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特变电工 

公司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北京南路 189 号 

法定代表人：张新 

注册资本： 37.14 亿元 

主营业务：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电线电缆及其他电气机械器材的制造、

销售、检修、安装及回收等；硅及相关产品的制造、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太阳

能系统组配件、环保设备的制造、安装及相关技术咨询等。 

2、财务公司 

公司名称：特变电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汉杰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北京南路 189 号特变电工总部研发大楼四层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

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

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3、特变集团 

名称：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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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230号 

注册资本：7,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投资业务；金属

材料、机械设备及配件、建材的销售；变压器配件；金属铸件、橡胶制品、塑料

制品、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电镀加工；再生物资回收；

变压器维修；金属制品加工。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特变电工持有本公司 30.82%的股份，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公司为特变电工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交易情形。 

特变集团为特变电工第一大股东，该关联人符合《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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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特变电工、财务公司、特变集团均按约定履行相关

承诺，未出现违约情形。特变电工、财务公司、特变集团目前均依法存续且生产

经营正常，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

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且以上关联人的支付能力良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拟与特变电工、财务公司、特变集团分别就关联交易事宜签署 2020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向特变电工采购产品，接受服务的关联交易 

1、产品名称、数量、金额、供货时间 

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 2020年关联交

易金额（万元） 

公司（含分

子公司） 

特变电工

（含分子

公司） 

动力煤（含运输） 20,000 

工业硅、化工原料、工业用水等产品 5,000 

变压器等相关设备、线缆等产品，接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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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 2020年关联交

易金额（万元） 

受工程、装卸等服务 

合计 30,000 

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就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供货时间及数量在具体合同中

约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交易价格 

（1）动力煤及运输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2）工业硅、化工原料、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等产品价格按照产品型

号参考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3）工业用水按照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4）工程服务等按照招标价格确定，或者参考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产品交易价格在具体合同中明确约定。 

3、质量要求 

（1）动力煤需满足乙方所要求的热值及质量参数，所供动力煤无石头、矸

石或土、砂、木块等杂物，无自燃、煤灰大等现象，具体以交易签订的书面协

议为准。 

（2）工业硅产品质量标准按 GB/T14849.4-2014工业硅国家标准执行，检验

方法按 GB/T14819.4-2014执行，具体指标以交易签订的书面协议为准。 

（3）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化工原料等产品的质量标准按照国家、行

业相关标准执行，劳务必须满足双方约定标准。 

（4）工业用水标准以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为准。 

4、运输方式及交货地点 

（1）动力煤由特变电工组织运输，运费由公司承担，交货地点为公司指定

地点，途损由特变电工承担。 

（2）工业硅、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等产品由特变电工负责运输并承担

运输费用，公司负责卸货并承担相关费用，交货地点为公司指定地点。 

（3）工业用水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以双方签订的具体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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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算方式 

（1）动力煤及运输费用：每月 25日前结算煤量（上月 26日至本月 25日为

一个结算周期），双方依据确认净吨位数，特变电工提供该批次全额有效增值税

专用发票，公司于次月 25日前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全额支付货款。 

（2）工业硅的付款方式：公司对特变电工货物验收完毕且在收到特变电工

全额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30日内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全额支付货款。 

（3）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化工原料、工业用水等产品及提供工程劳

务的付款方式以具体合同约定。 

（二）公司接受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各类金额服务的关联交易 

1、业务内容及金额 

（1）存款服务：存款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

协定存款等；存款币种包括人民币及外币。2020 年度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含应

计利息）不超过 5亿元。 

（2）贷款服务：2020年度每日最高贷款余额（含应计利息）不超过 10亿

元。 

（3）承兑与贴现服务：商业票据承兑与贴现业务。2020年度每日承兑与贴

现票据额度不超过 5 亿元。 

（4）其他金融服务：其他金融服务主要有结算服务、财务和融资顾问服务、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等经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2020年

累计发生额度不超过 0.1亿元。 

2、定价原则 

（1）存款利率应不低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型存款最低的存款利率

水平。 

（2）贷款利率应不高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型贷款最高的贷款利率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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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业票据承兑与贴现服务收费应不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型

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4）其他金融服务的服务收费应不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型服务

所收取的费用。 

（三）公司向特变电工销售产品，提供劳务服务的关联交易 

1、销售金额 

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 2020年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公司（含

分子公

司） 

特变电工

（含分子

公司） 

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等产

品，提供劳务服务 
35,000 

销售太阳能支架（含安装） 10,000 

合计 45,000 

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就上述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供货时间及数量在具体合

同中约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交易价格 

（1）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的具体价格根据产品规格型号及采购数量，以长

江现货 A00铝锭周均价为基础协商确定。 

（2）太阳能支架价格按照招标价格确定。 

（3）劳务服务按照招标价格确定，或者参考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产品交易价格在具体合同中明确约定。 

3、运输方式及交货地点 

（1）铝制品、铝合金杆的运输方式以双方签订的具体协议为准，运费由公

司承担，交货地点为特变电工指定地点。 

（2）太阳能支架等产品由公司负责货物的运输并承担运输费用，交货地点

为特变电工指定地点。 

4、结算方式 

（1）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结算方式：铝制品根据具体产品，双方协商确定。 

（2）太阳能支架及劳务结算方式：根据项目进程，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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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向特变集团采购产品，接受服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金额 

交易方 交易类别 
预计 2020年关联交易金额

（万元） 

公司（含分子

公司） 

特变集团（含

分子公司） 

开关柜、配电柜等产品、

电气、工程等服务 
6,000 

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就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双方在施工中的权利和义务在

具体合同中约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交易价格 

（1）开关柜、配电柜等产品价格按照产品型号参考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2）电气、工程服务的综合单价根据具体业务依据市场价格原则磋商确定，

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等相关服务费用及具体合同中包

含的所有风险责任。 

3、竣工验收 

电气及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特变集团按国家工程竣工验收有关规定，向

公司提供完整竣工资料及竣工验收申请；公司收到特变电工竣工验收申请后组织

有关单位验收，如有整改或消缺项，特变电工按要求整改或消除，并承担整改或

消缺的全部费用，整改完毕后公司重新验收。 

4、运输方式 

开关柜、配电柜等产品为汽车运输，由特变集团负责运输并承担运输费用，

公司负责卸货并承担相关费用，交货地点为公司指定地点。 

5、结算方式 

（1）开关柜、配电柜等产品及提供工程劳务的付款方式以具体合同约定。 

（2）根据电气、工程服务项目形象进度付款，以具体合同约定条款为准。

采用电汇、银行承兑汇票、支票等方式结算，特变集团向公司开具有效发票。 

（五）公司向特变集团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 

1、销售金额 

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 2020年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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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额（万元） 

公司（含分子

公司） 

特变集团（含分

子公司） 
铝合金门窗等产品 4,000 

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就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供货时间及数量在具体合同中

约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交易价格 

铝合金门窗等产品价格根据具体产品型号依据市场价格原则磋商决定，其中

铝合金门窗的价格包含制作、运输、装卸、安装、税金等费用。 

3、运输方式及交货地点 

铝合金门窗由公司负责货物的运输并承担运输费用，交货地点为特变集团指

定地点。 

4、结算方式 

根据铝合金门窗销售、工程服务项目形象进度付款，以具体合同约定条款为

准。采用电汇、支票等方式结算，公司向特变集团开具有效发票。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均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有利于公

司的日常生产、经营，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未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未对关联

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请各位股东审议。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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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公司关于与成都富江、河南远洋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向公司参股公司成都富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富江”，

含子公司，下同）销售高纯铝、铝合金产品等产品 

高纯铝及铝合金产品是成都富江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之一，公司作为国内最大

的高纯铝生产企业，具有较强的生产及供应能力，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成

都富江签订《框架协议》，公司向成都富江销售高纯铝、铝合金产品等产品，预

计交易金额 3,500万元。 

2、公司向公司参股公司河南省远洋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

南远洋”，含子公司，下同）销售高纯铝、铝合金产品、工业水、燃料动力等产

品，提供厂房租赁服务 

高纯铝及铝合金产品是河南远洋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之一，公司作为国内最大

的高纯铝生产企业，具有较强的生产及供应能力；为降低能耗和生产成本，河南

远洋新疆子公司租用公司甘泉堡工业园区厂房进行铝粉生产，公司向其提供厂房

租赁并配套提供工业水、燃料动力，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河南远洋签订《框

架协议》，公司向河南远洋销售高纯铝、铝合金产品、工业水、燃料动力等产品，

提供厂房租赁服务，预计交易金额 36,000万元。 

以上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9年预

计金额 

2019年 1-11

月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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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提供

劳务 

高纯铝、铝合金产品等

产品 

成都富江及

分子公司 
0 681.02 

成都富江根据生

产情况采购 

小计 0 681.02 / 

高纯铝、铝合金产品等

产品，工业水、燃料动

力等 

河南远洋及

分子公司 
0 1,502.59 

河南远洋根据生

产情况采购 

小计 0 1,502.59 / 

合计 0 2,183.61 /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20年

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19年

1-11月实

际发生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提供劳

务 

高纯铝、铝合金产

品等产品 

成都富江

及分子公

司 

3,500 1-5 681.02  零星 
成都富江根据 

生产情况采购 

小计 3,500  / 681.02  /  / 

高纯铝、铝合金产

品等产品，工业水、

燃料动力等，提供

厂房租赁服务 

河南远洋

及分子公

司 

36,000  20-30 1,502.59   1.35 
河南远洋根据 

生产情况采购 

小计 36,000  / 1,502.59   /  / 

合计 39,500 / 2,183.61  /  /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成都富江 

名称：成都富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泽奇 

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五洞桥路西段(柳林乡凉水村一组) 

注册资本：2,275.86 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制造、销售、服务;机电产品、光电产品的设计、研发、测

试、检测、租赁;非金属及高分子材料加工、销售;软件设计及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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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南远洋 

名称：河南省远洋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社俊 

注册地址：河南省长垣县人民路西段 

注册资本：4,085.14万元 

经营范围：铝粉.水性铝银浆的研发、生产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成都富江、河南远洋董事、监事，该关联

人符合《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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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成都富江、河南远洋均按约定履行相关承诺，未出

现违约情形。关联方目前均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

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且以上关联人

的支付能力良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拟与成都富江、河南远洋分别就关联交易事宜签署 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框架协议，拟确定 2020年度与公司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39,500万元。 

（一）公司向成都富江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 

1、销售金额 

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 2020年关联交易金额

（万元） 

公司（含分子

公司） 

成都富江

（含分子

公司） 

高纯铝、铝合金产品等产品 3,500 

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就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供货时间及数量在具体合同中

约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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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铝、铝合金产品的具体价格根据产品规格型，依据市场价格原则磋商决

定，产品交易价格在具体合同中明确约定。 

3、交货方式及地点 

高纯铝、铝合金产品由公司负责货物的运输并承担运输费用，交货地点为成

都富江指定地点。 

4、结算方式 

高纯铝、铝合金产品结算方式：根据具体产品型号，双方协商确定，以具体

合同约定条款为准。 

（二）公司向河南远洋销售产品、提供服务的关联交易 

1、销售金额 

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 2020年关联交易金额

（万元） 

公司（含分子

公司） 

河南远洋

（含分子

公司） 

高纯铝、铝合金产品等产品，工

业水、燃料动力等，提供厂房租

赁服务 
36,000 

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就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供货时间及数量在具体合同约

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交易价格 

（1）高纯铝、铝合金产品的具体价格根据产品规格型，依据市场价格原则

磋商决定，产品交易价格在具体合同中明确约定。 

（2）工业水、燃料动力、厂房租赁按照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产品交易价格在具体合同中明确约定。 

3、交货方式及地点 

（1）高纯铝、铝合金产品由公司负责货物的运输并承担运输费用，交货地

点为河南远洋指定地点。 

（2）工业水、燃料动力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以双方签订的具体协议为准。 

4、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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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纯铝、铝合金产品结算方式：根据具体产品型号，双方协商确定，

以具体合同约定条款为准。 

（2）工业水、燃料动力及提供厂房租赁的付款方式以具体合同约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均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有利于公

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未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未对关联方

形成较大的依赖。 

请各位股东审议。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