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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21-002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及关联交易概述 

1、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太钢

不锈”）于 2021 年 2 月 3 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受让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以现金出资受让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重股份”）持有的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重轨交公司”）20%股权，交易金额 54,843.68 万元。 

2、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2020 年 12月 23 日由山西省国资委变更为国务院国资

委。此次变更之前，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钢集团”）100%股权的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运

公司”）同为太重股份实际控制人，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高建兵先生、李华先生、柴志勇先生、张

晓东先生、李建民先生等 5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 6位非关联董事以 6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同意上述

交易的独立意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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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投资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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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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号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珍堂 

注册资本：333314.15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01013306H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火车轴、冶金、轧钢、锻压、起重、非标设备、工矿配

件、油膜轴承、精密锻件、结构件、齿轮及汽车变速箱、特种设备：压力容器；

机电技术服务；机械设备安装、调试、修理、改造；进出口：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挖掘设备、钢轮产品的销售；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钢锭、铸件、锻件、热处理件、制模、包装、精铸设备、

精铸材料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工业炉窑的技术服务；铸、锻件、热处理件

和冶炼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服务；电子计算机应用及软件开发；

承包自产设备的境外安装工程和境内外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

料销售；矿山采掘及输送设备、焦化设备、制管设备、风力发电设备及其零部件；

隧道机械、港口机械；齿轮箱；电气自动化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及销售；

道路货物运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大型物件运输；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

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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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

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①历史沿革：太重股份设立于 1998 年，是中国重型机械行业第一家上市公

司，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重型机械制造企业，是目前国内外唯一能同

时生产轨道交通用车轮、车轴、齿轮箱及轮对的制造基地。太重股份主营轨道交

通设备、起重设备、风力发电设备、挖掘设备、海洋工程装备等产品及工程项目

的总承包，已累计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提供了 2000 余种、近三万台（套）装备，

属国家特大型重点骨干企业。 

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太重股份主营：风力发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锻压设备、矿山设备、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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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轧钢设备、焦化设备、化工装备、海洋工程装备、港口机械、工程机械、

核电容器、齿轮传动、铸锻件、轧机油膜轴承等产品及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产品

广泛应用于冶金、矿山、能源、交通、海工、航天、化工、铁路、造船、环保等

行业。随着一系列战略举措的实施，太重股份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国际化和信

息化为主线，重点打造高端制造、工程成套、生产性服务三大增长引擎，努力将

太重股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一流企业。 

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7,037,718,395.40 5,946,503,186.45 

净利润 -814,342,850.90 -305,704,414.84 

资产总计 33,641,576,052.51 34,712,078,886.30 

净资产 3,337,163,686.58 3,006,825,545.28 

 

3、构成关联关系的说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之前，太钢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持有本公司 63.31%的股权，山西国运公司拥有太钢集团 100%的股权，对本

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太重股份第一大股东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制造有限公司由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控股，持有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制造有限公司 70.94%的股权；山

西国运公司拥有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太重股份拥有实际控

制权，同为太重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100% 

63.31%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4 

 

 

 

 

 

 

 

 

 

上述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

于关联法人的界定。 

4、是否为失信责任主体：否 

三、对外投资及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公司以现金出资受让太重股份持有的太重轨交公司 20%股权，交易金额

54,843.68 万元。 

2、基本情况 

名称：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街 17 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史智杰 

注册资本： 220195.04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0704770745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轮、轴、轮对、轮对总成、齿轮箱、转向架、制动盘及

其配件、部件，工矿车辆及工业用行车轮、滑轮、齿轮坯、车轮组及其配件、部

件，特殊工序工艺流程的制造、研发、销售、检测、技术服务；列车通讯系统、

车站通讯系统、收费系统及月台门系统的研发、销售、技术服务；锻件及材料的

制造、研发、销售；进出口贸易；本企业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工程施工；房屋租赁。（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70.94% 

19.88%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制造有限公司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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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重轨交公司是太重股份于 2013 年出资成立的全资子公司，目前拥有两条

辗钢整体车轮生产线、两条车轴生产线、一个轮轴组装车间、一个轨道交通齿轮

箱车间。具备年产 60 万片车轮、15 万根车轴、3 万副轮对、1 万套齿轮箱的生

产能力。 

3、股权结构 

（1）出资前股权结构 

 

 

 

 

 

 

（2）出资后股权结构 
 

 

 

 

 

 

 

 

 

 

 

 

 
 

 

 

 

 

 

 

 

 

 

4、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9月 30日 

营业收入 182,847.70 165,784.01   

利润总额 23,169.77 18,825.37 

净利润 20,339.74 16,170.64 

资产总计 567,136.24 546,947.39 

负债总计 334,396.19 317,829.83 

净资产 232,951.73 229,290,35 

100%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80%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20%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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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太重轨交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

的条款。 

6、是否为失信责任主体：否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山西国运公司 2020 年 12

月 4 日完成备案，备案号：2020023014），太重轨交公司基准日（2020 年 6月 30

日）的资产评估值为 274,218.38 万元，对应的 20%股权价值为 54,843.68 万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目的 

有助于双方在轨道交通领域共同开拓市场，共享行业发展红利；共同打造“炼

钢-轮轴制造-供应、服务用户”全产业链体系，充分释放协同效应，实现向下游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轨道交通设备）的布局；有助于双方在高速车轴和车轮产品

研发及市场开拓方面取得突破，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 

2、成交金额及支付方式 

公司以现金出资，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受让太重股份持有的太重轨交公司 20%

股权，根据太重轨交公司在山西国运公司备案的评估结果 274,218.38 万元计算，

交易金额 54,843.68 万元。 

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太钢不锈一次性全部付清本次股权转让价

款。付款后 15 个工作日内，太钢不锈与太重股份双方应协助太重轨交公司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工商管理部门换发变更后的营业执

照之日为股权交割日，自股权交割日，太钢不锈将依法对标的股权拥有全部的、

完整的所有权。 

3、标的公司治理 

太钢不锈向太重轨交公司提名 1名董事和 1 名监事人选，且监事人选为太重

轨交公司监事会主席，太重股份须对太钢不锈在太重轨交公司股东会和监事会上

推荐人选事宜投赞成票。 

太重股份确保太重轨交公司在引入其他股东时，该股东应与太钢不锈非同业

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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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坯料供应 

太重股份确保太重轨交公司在采购生产用钢时，凡太钢不锈有生产资质且能

保供的，按照市场同质同价原则优先采购太钢不锈生产坯料，采购量不低于太重

轨交公司当年同类坯料采购总量的 70%。交易价格应遵循市场原则。 

5、分红 

太重股份确保太重轨交公司分红依法并按年度进行，当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一年期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时，分红

比例不低于当期实现净利润的 30%；当净资产收益率低于一年期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且当期盈利为正时，分红比例不低于当期

实现净利润的 50%；如太重轨交公司需发生大额资本支出进行技术研发和设备升

级等事项，分红比例由双方协商确定。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加强与太重轨交公司的战略合作，发挥双方优势，打造“炼钢-轮轴制

造-供应、服务用户”全产业链，有助于公司提高市场响应能力和服务质量，提

升产业链竞争力水平。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 年年初至本次交易前，公司与太重股份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 9466.5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受让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的议案》提交公司八届九次董事会讨论。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该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允，符合市场

经济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要求，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该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损害本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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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