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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21-02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关联方签订

的《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即将陆续到期，为规范公司托管

业务管理，保持业务的连续性，根据《协议》约定，并与关联方友好协商

后，公司将与关联方续签《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同意公司对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昌钢钒”）钒

制品分公司（以下简称“西昌钒制品分公司”）、攀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攀港公司”）和攀钢欧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欧公司”）进行托管经

营，并同意公司将攀钢金贸大厦（以下简称“金贸大厦”）委托成都攀钢大

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大酒店”）进行托管经营。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及 2018 年 3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相关公告。 

因相关《协议》即将陆续到期，根据《协议》约定，并与关联方友好

协商后，公司将与关联方续签相关托管协议。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关联方续签相关托管协议。本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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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 

西昌钢钒、攀钢大酒店及攀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攀钢国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集团”）

的下属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托管构

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关联董事谢俊勇、

申长纯、陈勇、张景凡、杨秀亮回避了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攀钢集团 

企业名称：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2043513393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段向东 

成立日期：1989 年 10 月 26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攀枝花市向阳村 

主营业务：钢、铁、钒、钛、焦冶炼；钢压延加工；金属制品、机械

设备、电器设备制造修理；建筑材料制造；冶金工程、工业自动化、信息

工程技术服务；综合技术及计算机软件开发服务等。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集团”）

总资产为人民币 9,618,560.83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587,477.95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8,102,708.06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51,250.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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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西昌钢钒 

企业名称：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401MA62H9WN95 

注册资本：132,052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明富 

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3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西昌市经久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钢、铁、钒、焦冶炼；钢压延加工；煤化工及其副产品生

产；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制造修理；建筑材料制造等。 

股权结构：攀钢集团持有其 85.18%股权，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7.41%股权，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7.41%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西昌钢钒总资产为人民币 2,714,849.99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1,514,282.89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340,158.12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6,476.86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攀钢国贸 

企业名称：攀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201821446T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余浩澜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29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沙湾路 266 号 1 栋 8 楼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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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国内贸易和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按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产品目录开展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等。 

股权结构：攀钢集团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攀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攀钢国贸”）总资产为人民币 437,314.24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10,563.09

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447,429.63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7,693.87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攀钢大酒店 

企业名称：成都攀钢大酒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33144936J 

注册资本：4,5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红光 

成立日期：1997 年 05 月 25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一环路北三段 167 号 

经营范围：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理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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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外卖

递送服务；棋牌室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汽车租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攀钢集团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攀钢大酒店总资产为人民币 14,765.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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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为人民币 4,536.5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666.82 万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1,555.16 万元。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西昌钒制品分公司 

企业名称：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钒制品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401MA65JYLD9M 

营业场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经久乡罗家沟（经久工业园

区钒制品办公大楼） 

负责人：王绍东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20 日 

经营范围：钒冶炼；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制造修理；经销：机械设备、

电器设备、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等。 

股权结构：西昌钒制品分公司为西昌钢钒的直属单位。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西昌钒制品分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442,798.54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423,898.81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53,465.19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0,996.48 万元。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二）攀欧公司 

企业名称：攀钢欧洲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 年 12 月 5 日 

住所：德国杜赛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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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经营检验设备和备品备件、钢铁产品贸易以及原材料等进

出口业务。 

登记地址：德国杜赛尔多夫 

公司注册处的公司编号：官方工商登记文件 HRB33051 

股权结构：攀钢国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攀欧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2,166.36 万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861.34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2,928.44 万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 139.87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攀港公司 

企业名称：攀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1 年 11 月 21 日 

住所：香港 

主营业务：进出口贸易 

登记地址：香港铜锣湾轩尼诗道 555 号东角中心 1901A-B 

香港公司注册处的公司编号：334585 

股权结构：攀钢集团持有其 70%股权，攀钢国贸持有其 30%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攀港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51,168.59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4,020.58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07,450.75 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673.77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金贸大厦 

金贸大厦为公司直属二级单位，主要提供办公场所租赁服务。 

2020年 1—12月，金贸大厦营业收入 2,575.93万元，模拟净利润 1,048.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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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受托管理西昌钒制品分公司 

委托方（甲方）：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1. 托管内容与权利义务 

甲方同意将其甲方钒制品分公司的资产、人员及生产经营等管理业务

委托给乙方管理，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托管期间，甲方享有资产处

分权及收益权；乙方履行并承担管理责任，并按其内部二级单位进行管理。

涉及需出资人办理手续或需出资人履行法定程序时，由乙方（相关部门）

协调甲方（相关部门），由甲方（相关部门）办理。 

2. 托管期限 

本托管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本协议到期后的后续管理，双方协商确

定。 

3. 托管费用 

经双方协商按照 80 万元/年（不含税）支付，于每年 12 月 15 日前由甲

方转账支付至乙方账户。 

4. 违约责任 

本托管协议双方均应严格按照本协议诚实、全面并实际履行本托管协

议。任何违反本托管协议的行为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承担因其违约而

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 本托管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5.1 本托管协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双方代表人签字并加盖行政章

后生效。 

5.2 本托管协议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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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限届满且未签订新的协议； 

（2）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托管协议； 

（3）任何一方的主体资格消灭。 

（二）受托管理攀港公司 

委托方（甲方）：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攀港公司系攀钢集团和攀钢国贸共同出资在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出

资比例分别为攀钢集团占 70%，攀钢国贸占 30%，攀钢集团和攀钢国贸均

同意共同委托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代管攀港公司。攀钢集团和

攀钢国贸分别按各自出资比例承担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及义务。 

1. 委托方同意将攀港公司委托受托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经营管

理，并由受托方代为行使以下权利： 

（1）对攀港公司实施业务运营管理和相关财务管理； 

（2）对攀港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领导班子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年度考

核结果报委托方备案； 

（3）攀港公司经营管理中须由委托方决定的重大事项，应由委托方按

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受托方在托管期间有建议权； 

（4）攀港公司出资人的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处分权、收益权、产

权管理、资本市场运营安排、组织人事管理等权利，仍由委托方行使，受

托方在托管期间有建议权。 

2. 本次托管期限为三年，经双方签字批准本协议时开始计算；后续管

理，双方协商确定。 

3. 托管费用 

（1）托管期间，攀港公司的经营收益和亏损仍由委托方享有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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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托方向受托方支付的托管费用为：按照 50 万元/年（不含税，

攀钢集团、攀钢国贸按持股比例分摊）支付,于每年 12 月 15 日前由委托方

转账支付至受托方账户。 

4.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受托管理攀欧公司 

委托方（甲方）：攀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攀欧公司系攀钢国贸的全资子公司，攀钢国贸同意委托攀钢集团钒钛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代管攀欧公司。 

1. 委托方同意将攀欧公司委托受托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经营管

理，并由受托方代为行使以下权利： 

（1）对攀欧公司实施业务运营管理和相关财务管理； 

（2）对攀欧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领导班子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年度考

核结果报委托方备案； 

（3）攀欧公司经营管理中须由委托方决定的重大事项，应由委托方按

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受托方在托管期间有建议权； 

（4）攀欧公司出资人的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处分权、收益权、产

权管理、资本市场运营安排、组织人事管理等权利，仍由委托方行使，受

托方在托管期间有建议权。 

2. 托管期限 

本次托管期限为三年，经双方签字批准本协议时开始计算；后续管理，

双方协商确定。 

3. 托管费用 

（1）托管期间，攀欧公司的经营收益和亏损仍由委托方享有和承担。 

（2）委托方向受托方支付的托管费用为：按照 30 万元/年（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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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于每年 12 月 15 日前由委托方转账支付至受托方账户。 

4.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四）委托攀钢大酒店管理金贸大厦 

委托方（甲方）：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成都攀钢大酒店有限公司 

1.托管内容与权利义务 

甲方同意将其金贸大厦的资产和业务委托给乙方管理，乙方同意接受

甲方的委托。托管期间，甲方享有资产处分权及收益权；乙方履行并承担

管理责任，并按其内部二级单位进行管理。涉及需出资人办理手续或需出

资人履行法定程序时，由乙方（相关部门）协调甲方（相关部门），由甲方

（相关部门）办理。 

2.托管期限 

本托管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本协议到期后的后续管理，双方协商确

定。 

3.托管费用 

经双方协商按照 50 万元/年（不含税）支付,于每年 12 月 15 日前转账

支付。 

4.违约责任 

本托管协议双方均应严格按照本协议诚实、全面并实际履行本托管协

议。任何违反本托管协议的行为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承担因其违约而

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本托管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5.1 本托管协议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双方代表人签字并盖章后

生效。 

5.2 本托管协议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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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限届满且未签订新的协议； 

（2）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托管协议； 

（3）任何一方的主体资格消灭。 

 

五、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一）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5 日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5 日，公司与攀钢集团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约

41,500 万元，公司与西昌钢钒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约 7,500 万元，与攀

钢国贸、攀钢大酒店暂未发生关联交易（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二）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情况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

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本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按照关联交易事项

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公司与关联方尚存在以下关联交易事项： 

1. 参股关联方 

为提升公司科研实力，助力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经公司总经理办公

会审议通过，决定以现金出资 4,503.00 万元参与关联方成都先进金属材料

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材料院”）改制，公司持有改制

后成都材料院股权比例为 9.50%。 

2.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为积极推动钒钛产业高质量发展，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公

司与关联方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团攀枝花钛材有限公司、攀钢集团

攀枝花钢铁研究院有限公司以及非关联方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四

川省兴威钒业有限公司、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兴宇精密铸造

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四川省钒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钒钛新材

料”）。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150.00 万元，占钒钛新材料股权比例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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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出资协议的约定及《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成都材料

院、钒钛新材料均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不发生任何资产权属的转移，公

司仅提供或接受服务并收取和支付管理费，公司不享有被托管标的的经营

收益权，也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关联交

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形成不利影响。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续签委托管理协议，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发表事前认

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续签委托管理协议，受托继续对西昌钒制品分公司、攀港公

司、攀欧公司进行托管经营，继续将金贸大厦委托攀钢大酒店进行经营管

理，系公司业务发展所需，有利于公司聚集主业，规范公司托管业务管理，

保持业务的连续性，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符合公司长远利益。

上述托管事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

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委托管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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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