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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1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编号：临 2019-008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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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定

价公平、公正、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

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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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 22 日，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对公司 2019 年全年发生的同类日常关联交易及交易总金额进行合理预计。关联

董事沈东新、肖国栋、魏成文、张志刚、黄星武等 5人回避表决，其余 4名董事

一致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事前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审

议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因

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交易金额，遵守了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未对公

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控股股东宝钢集团新疆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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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钢公司”）将回避表决。 

（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 2019 年达到审议标准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分别是采购原材料、销售产

品和商品、接受劳务、提供劳务。公司在上年同类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

的基础上，对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和类别进行了合理预计。预计结果

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本年预计

与上年实

际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关联采购 

金业公司(生铁块、废钢)            53,800.00  50,886.26 

预计采购

量价增加 

八钢公司及子公司（废钢)             5,880.00  5,180.56 

八钢公司及子公司（石料）            37,875.38  36,012.56 

八钢公司及子公司（合金）            15,249.02  15,188.18 

宝武集团之子公司(合金）            25,479.25  24,517.21 

八钢公司及子分公司(资材备件)             8,000.00  7,725.67 

宝武集团之子公司（资材备件）             3,000.00  2,606.99 

八钢公司之子公司（钢铁制品）             5,000.00  3,632.72 

八钢公司之联营企业(合金)             2,947.93  2,287.88 

八钢公司之联营企业(资材备件)              4,000.00  3,861.39 

八钢公司之联营企业(石料)             1,295.85  1,249.78 

宝武集团之子公司（石料）               109.58  111.92 

宝武集团之子公司（矿石）             2,251.99  2,163.06 

宝武集团之子公司（煤）               501.33  491.30 

八钢公司（焦煤、焦炭）           476,266.16  459,790.24 

八钢公司之联营企业（焦煤、焦炭）             4,010.66  3,530.36 

八钢公司及子公司（铁矿石）           394,098.79  382,842.66 

八钢公司之联营企业（铁矿石）            16,889.95  13,551.13 

小计 1,056,655.89  1,015,629.88  

销售产品

商品 

八钢公司及子分公司（钢材）           369,723.75  303,630.73 

预计产品

销量增加 

八钢公司之其他关联方（钢材）             2,702.40  10,023.94 

八钢公司及子分公司（废旧物料及其他材

料） 
           28,000.00  46,622.22 

宝武集团之子公司(钢材)           363,977.50  243,877.19 

八钢公司之联营企业（钢材）            20,000.00  15,668.40 

八钢公司之联营企业(其他材料)               500.00  360.51 

宝武集团之子公司(其他材料)               200.00  108.01 

小计        785,103.65       620,2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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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劳务 

八钢公司（运输劳务）             6,000.00  5,813.97 

预计劳务

量增加 

八钢公司之子公司（运输劳务）               200.00  195.89 

八钢公司及子分公司(工程施工)             5,000.00  4,933.80 

八钢公司及其子公司（其他劳务）            57,000.00  48,995.81 

宝武集团及子分公司（其他劳务）             2,500.00  2,304.93 

宝武集团及子分公司(工程施工)             4,000.00  3,950.94 

八钢公司之联营企业(仓储)             2,000.00  1,967.44 

八钢公司之联营企业(其他劳务)               700.00  662.96 

八钢公司之联营企业(租赁)                33.00  32.66 

八钢公司（房产土地租赁）             9,300.00  9,297.47 

  小计 86,733.00  78,155.87    

提供劳务 宝武集团（技术开发） 9500．00 0.00  

 

注：以上关联交易金额均为不含税价。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关联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武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法人实体，控股股东

八钢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法人实体、八钢公司之联营企业及八钢公司

之其他关联方，其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情形。公司各

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基本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 

(二)基本情况 

1、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279,110.10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大道 1859 号；法定代表人：陈德荣。经营范

围：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开展有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业务。 

中国宝武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74752.9843 万元；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乌

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八一路；法定代表人：肖国栋；成立日期：1995 年 10 月 20

日；经营范围：钢铁冶炼、轧制、加工；煤焦油、粗苯、煤气生产、销售；有线

电视播放；企业自备车过轨运输；铁矿开采，有线电视工程设计安装，计算机信

息系统集成，医用氧生产、销售（上述项目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压缩、液化

气体（氧气、氮气、氩气）的生产及销售，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的经营；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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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金属材料、冶金炉料、冶金设备及其他冶金产品、建筑材料、空气中分离出来

的气体、农副产品、机械配件、五金交电、汽车配件的销售；机械加工；焦炭及

煤焦化产品的生产及销售；金属制品及钢铁冶炼、轧制；加工业有关的技术咨询

与服务；房屋出租等。 

八钢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3、新疆金业城市矿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金业公司”） 

注册资本：10290 万元；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

头屯河区北站西路 617 号；法定代表人：张拥军；成立日期：1999 年 5月 8日；

经营范围：矿业投资；报废汽车的回收；汽车、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摩托车配件、橡胶制品、水暧器材、汽车配件、电动工具、塑料制品的销售；物

业管理；废旧金属的回收、加工及销售；仓储；房屋租赁，货运代理服务。 

金业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八钢公司控制。 

4、新疆钢铁雅满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雅满苏矿业”） 

注册资本：57976.2574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哈密地区

哈密市八一路；法定代表人：赵新；成立日期：1999年 7月 10日；经营范围：

铁矿石、石灰石矿采选；公路铁路运输；铁精粉、硫精沙、球团及其它矿产品销

售；水泥及水泥制品、汽车配件、水暖器材、钢材、金属制品、五金交电销售；

硅铁、锰铁、铬铁的生产和销售；合金副产品、球团矿副产品的销售。 

雅满苏矿业与本公司同受八钢公司控制。 

5、富蕴蒙库铁矿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富蕴蒙库”） 

注册资本：20738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

县赛尔江东路；法定代表人：赵新；成立日期：1998 年 7 月 2 日；经营范围：

铁矿开采，铁矿石、矿山生产设备材料配件、橡胶制品销售，机械劳务，球团、

铁精粉加工、销售，电子磅，餐饮，转供电。 

富蕴蒙库与本公司同受八钢公司控制。 

6、新疆八钢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际贸易”） 

注册资本：13975.12 万元；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住所：乌

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107 号 203 号；法定代表人：王学斌；成立日期：2002

年 8 月 12 日；经营范围：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

燃物品的销售；煤炭批发经营。 边境小额贸易（具体经营范围以外经贸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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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证书为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国内各类商品的代理采购与销售（需经审批的专项商

品除外）；装卸服务；北奔重卡、天山厂汽车系列品牌汽车销售；金属废料和碎

屑的加工处理；仓储服务；销售：散装食品，预包装食品，海产品，鲜肉；中药

材的加工、分拣和销售。汽车进口与销售，销售羊皮、羊绒、皮革、水果、蔬菜。

销售酒类，加工、销售饲料；玉米、小麦的加工及销售。进口木材、木浆和木制

品业务。 

国际贸易与本公司同受公司控股股东八钢公司控制。 

7、巴州敦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敦德矿业”） 

注册资本：35000 万元；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巴州和静县

和静镇友好路-天富家园-别墅 1；法定代表人：苏浩波；成立日期：2008 年 8

月 29 日；经营范围：矿产品的加工及销售；批发零售：建材、其他化工产品、

其他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敦德矿业系八钢公司之其他关联方。 

8、新疆八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下称“金属制品”） 

注册资本：55848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

河区工业园；法定代表人：肖剑；成立日期：2003年 9月 24日；经营范围：汽

车配件、农机配件、冷轧带肋钢筋、金属制品、钢管、塑钢、金属容器、地板辐

射供暖设备、隔离栅、环保设备的生产、销售；钢材加工；水暖器材的生产及维

修、公路交通设施产品、非标钢结构的制造、安装、销售；电焊条、焊丝、焊剂

的制造、加工、销售；工程机械、冶金机械设备、电机的维修；机电产品、五金

交电产品、化工产品的销售；钢制管件的制作加工和销售,冷弯型钢、螺旋焊管

的生产、销售等。 

金属制品与本公司同受八钢公司控制。 

9、新疆八钢钢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钢管公司”） 

注册资本：4217.5 万元；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

经济技术开发区喀什西路 545号 501室；法定代表人：胡居忠；成立日期： 1998

年 11月 04日；经营范围：钢铁轧制，钢材、钢管、塑钢加工、销售，五金交电、

化工、日杂、汽车配件、建筑材料、棉短绒的销售，建材租赁，商品配送，仓储

服务；房屋租赁；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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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八钢公司控制。 

10、新疆八钢喀什金属有限公司（下称“喀什金属”）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中

亚南亚工业园区中亚路 121 号；法定代表人：肖剑；成立日期：2012 年 3 月 26

日；经营范围：金属制品、冷轧带肋钢筋、钢管（直缝焊管、螺旋焊管）、金属

容器、汽车配件、农机配件、塑钢、地板辐射供暖设备、隔离栅、环保设备的生

产、销售；钢材的加工及配送；水暖器材的生产及维修、公路交通设施产品、非

标钢结构的制造、安装、销售；电焊条、焊丝、焊剂的制造、加工、销售等。 

喀什金属与本公司同受八钢公司控制。 

11、陕西八钢板簧有限公司（下称“陕西板簧”） 

注册资本：12490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常

兴镇；法定代表人：边疆；成立日期：1999年 1月 25日；经营范围：汽车钢板

弹簧、焊管制造、销售及产品的技术服务；汽车配件、钢材及金属制品、五金交

电、建筑材料销售；仓储；农业机械及配件的生产、加工、销售；售后维修服务；

土地、房屋、机械设备、建材机械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陕西板簧与本公司同受八钢公司控制。 

12、新疆互力佳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互力佳源”） 

注册资本：561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

区八一路 372 号三层 305 室；法定代表人：解英明；成立日期：2000 年 1 月 28

日；经营范围：普通货物运输；生产、销售：耐火材料、耐料、干渣、生铁、废

钢废渣、高炉炉渣、矿粉、炼钢助剂、渣铁冶炼；石灰、水选铁加工；机械设备

安装维修；机械设备加工制作；机械设备租赁；保洁服务；销售：建筑材料、金

属材料、水暖器材、机电设备、五金交电、汽车配件、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农

副产品、工业矿石、冶炼废渣、高炉水渣、锅炉炉渣等。 

互力佳源与本公司同受八钢公司控制。 

13、新疆德勤互力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德勤互力”） 

注册资本：2000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

河区八一路 15号；法定代表人：肖勇；成立日期：2016年 04月 25 日；经营范

围：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设备、仪器仪表、机械设备的修理；机械零部件

加工；锅炉检验服务、产品特征特性检验服务、计量服务、一般物品鉴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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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服务；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服务、工矿企业气体监测服务；工矿企业废水

监测服务、生活废水监测服务；城市废料监测服务、生产废料监测服务；工程管

理服务；机电设备安装；钢结构及网架制作安装；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市政工

程、电力工程、环保工程、防水防腐工程的施工等。 

德勤互力与本公司同受八钢公司控制。 

14、乌鲁木齐互利安康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互利安康”） 

注册资本：300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

区八一路 788 号一层 109 室；法定代表人：安海生；成立日期：2016 年 1 月 26

日；经营范围：门卫、巡逻、守护、随身护卫、安全检查、安全技术防范、安全

风险评估和区域秩序维护；劳务派遣；电器、电梯、办公设备、房屋的维修；开

锁、刻章、家政、保洁、洗车的服务；销售：消防器材、通讯设备、交通设施、

安防设备、安保器材、防爆器材、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器设备等。 

互利安康与本公司同受八钢公司控制。 

15、新疆八钢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八钢物业”） 

注册资本：350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

区头屯河公路 8 号；法定代表人：朱晓华；成立日期：2006 年 03 月 22 日；经

营范围：餐饮服务；托幼服务；生活饮用水的供应；物业管理；家政服务；家电

维修；门面房经营；写字楼保洁；房屋租赁；建材、日用百货、服装鞋帽、文化

用品的销售；停车场服务；冷藏服务；居民水、电、煤气、暖气设施的维修；路

灯、变压器的维护；管网、房屋维修；代收代缴水、电、煤气、暖气、电话费；

房屋中介服务等。 

八钢物业与本公司同受八钢公司控制。 

16、新疆钢城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钢城绿化”） 

注册资本：1000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

河区头屯河公路 8 号；法定代表人：朱晓华；成立日期：2006 年 03 月 22 日；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生产销售：［碳酸饮料（汽水）

类］；普通货物运输；园林绿化，花卉、苗木盆景的种植和销售；树木种植、培

育和销售；建筑安装，道路施工，道路彩砖、塑料管材、塑料制品、井盖生产及

销售；电气设备维修，广告牌、艺术灯杆制作、健身器材安装，清洗服务。废旧

物资回收，农副产品销售，房屋维修，车辆租赁，金属制品加工；土地租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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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城绿化与本公司同受八钢公司控制。 

17、新疆新冶华美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新冶华美”)  

注册资本：1000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

河区八一路 394号；法定代表人：戴永平；成立日期：1998年 10月 7日；经营

范围：普通货物运输；水处理剂的生产、销售；易燃液体的销售；仪器仪表、电

线、电缆、金属制品的生产、销售、安装、调试；冶金炉料类复合材料的生产及

销售；非金属及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销售等。 

新冶华美系八钢公司之联营企业。 

18、新疆宝新恒源物流有限公司（下称“宝新恒源”）  

注册资本：5000 万元；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

头屯河区头屯河公路 1567号；法定代表人：陈正玉；成立日期：2012 年 3月 29

日；经营范围：钢材、矿产品、金属制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的销

售，钢压延加工，货运代理，信息服务，仓储服务，国内劳务派遣，装卸服务，

房屋、场地、设备租赁。 

宝新恒源系八钢公司之联营企业。 

19、新疆八钢佳域工业材料有限公司（下称“佳域公司”） 

注册资本：3800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头屯河

区八钢八一路 372号；法定代表人：陈跃军；成立日期：1989年 3月 22日；经

营范围：企业管理机构，工业商业（管理）、饮食业（管理）；职业介绍；房屋租

赁；机械设备租赁；销售：服装、日用百货、劳保用品、户外用品、食品、钢材；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加工、销售：耐火材料、造渣脱氧剂；工业来料加工；销

售耐火土；自治区域内的出版物印刷；广告业务等。 

佳域公司及其子公司系八钢公司之其他关联方。 

20、新疆巨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巨峰公司”） 

注册资本：7000 万元；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昌吉州阜康

产业园阜西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牛健东；成立日期：2012年 8月 29 日；经营

范围：热轧小型 H型钢生产，型材生产，钢材销售。 

巨峰公司系八钢公司之其他关联方。 

21、新疆宝信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宝信智能”） 

注册资本：2000 万元；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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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屯河区八一路 372 号；法定代表人：宋健海；成立日期：2011年 2月 22日；

经营范围：增值电信业务；系统集成；计算机系统、通信网络工程、自动化工程、

安全技术防范工程、机电工程和电子智能化工程的总体策划、设计、开发、实施、

运行、服务及保障；软件开发、销售；设备维修、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技术咨

询；销售：通信器材、计算机器材、仪器仪表、机电设备等。 

宝信智能与本公司同受宝武集团控制。 

22、武汉钢铁集团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武钢耐材”） 

注册资本：40923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青山区工农村；法定

代表人：李军；成立日期：1998年 7月 30日；经营范围：耐火材料、冶金炉料、

炼钢辅助材料、磁性材料、碳素材料、防腐材料、陶瓷材料、机械加工；设备铸

造、制造、金属结构加工；炉窑检修；技术、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等。 

武钢耐材与本公司同受宝武集团控制。 

23、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宝钢技术”） 

注册资本：49905.4246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

同济路 3520号；法定代表人：李麒；成立日期：1994年 6月 30日；经营范围：

工业企业、建筑业、公用、交通领域设备设施的工程承包、维修；通用及专用设

备、仪器仪表、金属结构、标准物质的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工程

勘察设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应用软件服务；道路货物运输；职业技

能培训；工程和技术研发等。 

宝钢技术与本公司同受宝武集团控制。 

24、上海欧冶采购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欧冶采购”） 

注册资本：8000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142 号 23 幢 4051-47 室；法定代表人：朱庆明；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28

日；经营范围：信息科技、通信科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及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等。 

欧冶采购与本公司同受宝武集团控制。 

25、北京宝钢北方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宝钢”） 

注册资本：3000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

外大街丙 12 号楼宝钢大厦 16 层；法定代表人：姚林龙；成立日期：201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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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日；经营范围：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矿产品、

五金交电；汽车租赁；租赁建筑工程机械设备；仓储服务；技术推广服务；货运

代理；委托加工；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北京宝钢与本公司同受宝武集团控制。 

26、成都宝钢西部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宝钢”） 

注册资本：3700 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

道北段 1480 号 13 栋 1 单元 11 楼 1 号；法定代表人：姚林龙；成立日期：1996

年 12月 25日；经营范围：销售钢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成都宝钢与本公司同受宝武集团控制。 

27、上海欧冶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欧冶材料”）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潘

泾路 2666 号-8；法定代表人：王明东；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11 日；经营范

围：从事电子商务；冶金材料及制品的设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和

销售；钢材加工、销售与零件加工；机械设备装备的设计、开发、维护及工程咨

询；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系统开发与集成、技术咨询与维护；金属材料、金属制

品、矿产品（除专控）、焦炭、煤炭经营等。 

欧冶材料与本公司同受宝武集团控制。 

28、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下称“上海钢铁”）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双

城路 803 弄 9 号楼 3001 室；法定代表人：金文海；成立日期：2012 年 9 月 25

日；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商务技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等。 

上海钢铁与本公司同受宝武集团控制。 

29、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宝信软件”）  

注册资本：78324.9172 万元；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住

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 515号；法定代表人：夏雪松；成立

日期：1994年 8月 15日；经营范围：计算机、自动化、网络通讯系统及软硬件

产品的研究、设计、开发、制造、集成等。 

宝信软件与本公司同受宝武集团控制。 

 



11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有关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具体政策及依据如下： 

(一)国家有统一价格标准的，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国家没有统一价格标准

的，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乌鲁木齐市有收费标准的，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

乌鲁木齐市的标准； 

(二)没有上述两项价格或标准的，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市场价格执行； 

(三)没有上述三项价格或标准的，服务项目根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及合理

利润率，确定收费标准，产品、商品价格参照不超过行业平均完全成本价格加5%

以内的利润确定； 

(四)关联交易双方提供的产品、服务等，其价格应根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的

确定，不得利用自身的优势或垄断地位强迫对方接受不合理的条件。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对公司充分利用关联方优势资源、巩固和开拓市场空间、

增强公司持续运营能力，具有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 

(一)购买原辅材料、备品备件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向关联方采购日常所需原辅材料、备品备件

及钢铁制品，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业务往来，可以使公司和各关联

方之间实现资源的充分共享和互补。 

(二)销售商品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钢材产品，一方面可以有效利用关联方成熟的销售渠道，

拓宽公司产品市场的占领空间，另一方面从优化资源配置角度出发，将公司产品

提供给相关关联方，以满足其进一步深加工所需，有利于加快产品延伸开发速度，

并能有效地巩固现有的销售市场。 

(三)接受劳务 

关联方充分利用其完善的后勤、辅助保障系统，长期以来为公司提供环境治

理、治安保卫、货物运输、加工劳务、代理服务等综合性服务，给予公司人力、

技术等多方面支持，便于公司集中精力经营管理，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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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增加事项定价公平、公正、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董事签字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经监事签字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四)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 

(五)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