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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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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宏桥”）、

滨州绿动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绿动”）、邹平宏发铝业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邹平宏发”）、邹平县汇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邹平汇盛”）、

滨州市宏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宏诺”）、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魏桥铝电”）、山东瑞信招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招标”）2021 年

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年度累计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7.59 亿元（不

含税）。 

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赵前方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本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

型材料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以

往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司2021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对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1年度预

计交易金额 

2020年实际

发生额（未经
审计）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电力 

 

山东宏桥 
采购液态铝、电力

等 
市场价原则 132,080.00  2,142.85  

滨州绿动 采购电力等 市场价原则 9,000.00  7,445.19  

邹平宏发 采购热轧卷等 市场价原则 11,000.00 13,478.32 

邹平汇盛 采购铝锭等 市场价原则 22,000.00 19,049.52 

向关联人提供

租赁 
滨州宏诺 

提供变电站土地租

赁 
市场价原则 20.00 17.43 

向关联人销售

铸轧卷 
邹平宏发 销售铸轧卷 市场价原则 1,600.00 0 

租赁关联人土

地 
魏桥铝电 

租赁邹平县宏程铝

业科技有限公司厂
区土地使用权 

市场价原则 180.00 183.30 

接受招标服务 瑞信招标 接受招标服务 市场价原则 20.00 14.80 

合计 175,900.00 42,331.41 

 

 

（三）2020 年度截至披露日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实际
发生额（未

经审计）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电力 

邹平汇才 采购废铝母线等 6,340.00 6,000.00 3.28% 5.67% 

详见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4月29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

计的公告》、《关于增
加公司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

公告》 
 

 

 

山东宏桥 采购电力等  2,142.85  3,580.00 17.34% -40.14% 

滨州绿动 采购电力等  7,445.19  9,000.00 60.26% -17.28% 

邹平宏发 采购热轧卷等 13,478.32 13,500.00 6.96% -0.16% 

邹平汇盛 采购铝锭等 19,049.52 25,500.00 9.84% -25.30% 

邹平宏正 采购液态铝等 127,719.71 135,000.00 66.00% -5.39% 

小计  176,175.59 192,580.00  - -8.52% 

向关联人

出售产品 

魏桥轻量化 出售墙面带材 1,241.00 1,200.00 3.20% 3.42% 

小计  1,241.00 1,200.00 - 3.42% 

向关联人
提供租赁 

滨州宏诺 
提供变电站土地租

赁 
17.43 20.00 4.88% -12.85% 

小计  17.43 20.00 - -12.85% 

租赁关联

人土地 

魏桥铝电 

租赁邹平县宏程铝

业科技有限公司厂

区土地使用权 

183.30 180.00  31.84% 1.83% 

小计  183.30 180.00  - 1.83% 

接受招标
服务 

瑞信招标 接受招标服务 14.80 20.00  100.00% -26.00% 

小计  14.80 20.00  - -26.00% 

合计 177,632.12  194,000.00  - -8.4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20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

计总金额。山东宏桥、邹平汇盛、瑞信招标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2020
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为:1、2020年度，公司采购邹平汇

盛铝锭等19,049.52万元，少于2020年度预计金额25.30%，主要原因是废

铝再生项目投产后，减少了铝锭的采购量。2、2020年度，公司采购山东

宏桥电力等2,142.85万元，少于2020年度预计金额40.14%;接受瑞信招标
服务发生14.80万元，少于2020年度预计金额26.00%，主要是为严格遵守

深交所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同时兼顾经营决策效率，满足企业经营

及时性的需求，公司在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时，预计金额较为宽
松，以防止交易预计不足给日常经营带来不便。 

公司独立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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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名称：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4 年 07 月 27日 

法定代表人：张波 

注册资本：163,312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山东省邹平县经济开发区会仙一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6138582965 

经营范围：铝矿砂（铝矾土）贸易；铝锭、铝板、铝箔、铝带、铝制品、铝型

材和氧化铝的加工及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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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年 9月 30 日，山东宏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6,488,051.81 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4,762,551.31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725,500.50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875,708.39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60,624.66万元。(未

经审计） 

2、关联方名称：滨州绿动热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04 月 24日 

法定代表人：张继明 

注册资本：34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二路以南、渤海二十二路以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MA3PLPM32J 

经营范围：热力、电力（不含小火电）的生产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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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年 9月 30 日，滨州绿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72,617.92 万元，负债总

额为人民币 53,902.24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18,715.68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

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06,868.35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2,266.09 万元。（未经审



计） 

3、关联方名称：邹平宏发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06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王新建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经济开发区会仙一路南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26348898739C 

经营范围：铝制品生产技术的研发，铝制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加工及销售；

交通用铝合金材料加工销售，高精铝板带生产销售，铝制品机械设备及配件、劳保

及办公用品的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生产加工项目不含熔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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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年 9月 30 日，邹平宏发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783,367.95 万元，负债总

额为人民币 750,005.98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3,361.97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

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25,081.07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474.16 万元。（未经审

计） 

4、关联方名称：邹平县汇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04 月 21日 

法定代表人：杜征光 

注册资本：59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韩店镇会仙五路以北、新民河以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26MA3C9FJ47C  

经营范围：新型结构金属材料生产技术的研发；销售铝矾土；铝锭、铝板、铝

箔、铝带、铝型材压延加工及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项目不

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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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年 9月 30 日，邹平汇盛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768,734.46 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946,381.78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822,352.68 万元，2020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275,312.84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79,343.49 万元。（未

经审计） 

5、关联方名称：滨州市宏诺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 年 11 月 02日 

法定代表人：路来峰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滨州经济开发区 220 国道以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586055278L  

经营范围：铝矿砂（铝矾土）贸易；铝锭、铝板、铝箔、铝带和铝制品的生产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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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年 9月 30 日，滨州宏诺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916,638.59 万元，负债总

额为人民币 166,036.53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750,602.06 万元，2020 年 1-9月实

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650,780.71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53,837.80 万元。（未经审

计） 

6、关联方名称：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 年 12 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张波 

注册资本：1,3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山东省邹平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六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74568737XQ  

经营范围：生产热电（仅限于本企业使用），粉煤灰及粉煤灰空心砌砖、彩色

高强铺地砖；铝矿砂（铝矾土）贸易及加工；粉煤灰综合利用生产氧化铝及氧化铝

销售；铝锭、铝板、铝箔、铝带和铝制品的加工及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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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年 9月 30 日，魏桥铝电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0,198,259.19 万元，负

债总额为人民币 6,673,133.76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525,125.43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591,995.86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33,753.94 万

元。（未经审计） 

7、关联方名称：山东瑞信招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07 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乔磊 

注册资本：3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经济开发区会仙一路南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26MA3F9XG23F   

经营范围：招标代理服务；废旧物资购销；机电设备、车辆及其配件、办公及

劳保用品；五金工具、化验设备、机械设备维修；建筑施工劳务分包；建筑工程设

计施工；机械设备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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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年 9月 30 日，瑞信招标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012.30 万元，负债总额

为人民币 417.87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594.43 万元，2020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为人民币 444.42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52.17 万元。（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公司与山东宏桥、滨州宏诺、滨州绿动、邹平宏发、邹平汇盛、魏桥铝电、瑞

信招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的情形，从而构成关

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关联方山东宏桥、滨州宏诺、滨州绿动、

邹平宏发、邹平汇盛、魏桥铝电、瑞信招标均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资信

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的，定价方式公允、合理；上述关

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也是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具有合法性、公允性。 

2、交易价格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 

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及第三方价

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是为了保证公司铝板带产品的正常的生产与销

售，均属于正常的产品购销，且双方已存在业务合作基础，上述日常交易安排支持

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 

（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经营生产需要，是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公司与关联方交

易公允，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公司不会使得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且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进行了

认真审查。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公司预计的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

为，是基于日常经营的必要性，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拟发生的关

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构成影响。 

公司董事会审议2021年度预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该

项关联交易的预计，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