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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21-016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1-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额度的
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中国中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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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否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5 年 12 月 8 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五矿”）与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集团”）实施战略重组，

中国五矿成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随着重组工作的推进，中国五矿与本公司业

务合作更加广泛。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求，本公司拟调整与中国五矿及其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下

属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集团”）2021-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部分类别及

额度上限。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申请调整 2021 至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的议

案》。 

2、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额度的事前审核意见为： 

各位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此次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

调整事项涉及材料详实完备，关联交易属合理、合法的经济行为，因此同意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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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申请调整 2021 至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的议

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调整事项决策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且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

和股东而言公平合理。因此，我们同意《关于申请调整 2021至 2022 年日常关联

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的议案》。 

3、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28 日召开的董事会、2019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申请 2020 年至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持续

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及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以上情况详见本公司分

别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2019 年 6 月 27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本公司与中国五

矿及其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2021-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上限

额度分别为：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型 
财政年度 

2021 年 2022 年 

物资采购类关联交易 

收入类 122,800 139,100 

支出类 1,516,400 1,708,600 

工程建设类关联交易 

收入类 1,842,000 1,885,000 

支出类 583,500 593,500 

产融服务类关联交易 

融资总额——保理 550,000 550,000 

融资总额——融资租赁 550,000 550,000 

融资费用——财务资助 160,000 160,000 

融资费用——保理 33,000 33,000 

融资费用——融资租赁 33,000 33,000 

债券承销 33,000 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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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型 
财政年度 

2021 年 2022 年 

生产维保类关联交易 

收入类 4,900 6,500 

冶金及管理服务类关联交易 

收入类 54,800 62,500 

支出类 4,300 4,500 

物业承租类关联交易 

支出类 16,700 8,200 

（三）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额度上限的原因及调增加情况 

2015 年 12 月 8 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冶集团与中国五矿实施战略重组。

随着重组工作的完成，中国五矿集团和本公司双方业务合作的内部市场更加广

泛。 

2020 年下半年以来，镍、铜、锌、铅等资源产品价格均震荡上扬，导致本

公司出售上述产品的关联交易金额增加。同时，因当前新能源电池市场发展机遇

良好，关联方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内名列前茅的高镍三元前驱体

研发生产基地、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纯氧化钪研发生产基地，自 2019 年投产以来

产能扩充显著，向本公司下属子公司采购金属资源产品的需求大幅提升，预计公

司物资采购-收入类关联交易将大幅增加。 

2021 年以来，公司发展速度和质量不断攀上新台阶，合同量增幅较大，对

各种物资的采购需求量剧增。关联方中国五矿集团作为黑色金属流通领域综合服

务商，在备货、支付、渠道范围等方面具有全方位钢材及其他货物的供应链优势，

基于前期良好的合作基础，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公司下属子公司尤其是施工类

子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合作深度在不断拓展，预计物资采购-支出类关联交易将

有所增加。 

因此，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拟调整 2021-2022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类

别的额度上限： 



 4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人 
2021 年 2022 年 

原预计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原预计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物资采购类关联交易 

收入类 中国五矿及其所属除

中国中冶外子企业 

122,800 532,200 139,100 551,000 

支出类 1,516,400 1,675,300 1,708,600 1,939,4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介绍：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复平； 

注册资本：1,020,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五号； 

公司经营范围：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产品及非金属矿产品的投资、销售；

新能源的开发和投资管理；金融、证券、信托、租赁、保险、基金、期货领域的

投资管理；投资与资产管理；各种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及工程设备租赁；与工程建

筑相关的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交流和技术转让；

冶金工业所需设备的开发、销售；承担国外各类工业、民用建筑工程咨询、勘察、

设计和设备租赁；机电产品、小轿车、建筑材料、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机械设

备的销售；建筑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技术研究、规划勘察、设计、监理服务；房

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招标、投标及招标代理；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经济贸易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交流；自有房屋租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国五矿 2019 年末总资产 929,515.01 百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69,386.45 百万元，2019 年度营业总收入 610,413.00 百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89.98 百万元。 

（二）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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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冶集团与中国五矿

实施战略重组，中冶集团整体进入中国五矿。2019 年 5 月，中冶集团完成股东

变更的工商登记，其出资人由国务院国资委变更为中国五矿。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中国五矿成为本公

司关联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交易目的及必要性，以及定价政策 

本公司将作为采购方向中国五矿集团采购钢材，作为供应方向中国五矿集团

销售大宗物资（即包括镍、锌及铅在内的金属资源产品），并与中国五矿集团互

相供应工程总承包及生产运营所需的装备。上述物资供应方亦将就有关物资供应

提供相关物流服务（包括仓储、货代、船代、陆上运输服务等）。 

中国五矿是一家以金属与矿产业务为核心，以贸易为基础，以资源为依托，

科工贸一体、上下游延伸的综合性企业集团。钢材贸易是中国五矿集团传统业务，

不仅在国内市场具有购销优势，而且具有强大的国际性贸易渠道，能为本公司提

供稳定的钢材等相关材料供应。同时中国五矿集团能为本公司下属资源类公司生

产的金属资源产品提供稳定优质的销售渠道。由于中国五矿集团及本公司具有不

同的装备制造能力，在装备互供方面能够优势互补，满足特定工程建设及生产运

营需要。 

钢材与装备的供货商及价格将通过采购方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而中标结果

将在采购方的采购平台网站上公示。若中标，双方将签订具体采购合同，并在其

中约定对采购价款（一般包括预付款、到货验收合格后货款及质保金等）的具体

支付安排。 

本公司向中国五矿集团销售大宗物资（即包括镍、锌及铅在内的金属资源产

品）的价格将由双方在参考伦敦金属交易所及上海有色网(www.smm.cn)公布的

相关大宗原材料的月平均价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双方将在具体采购合同中约定

具体支付安排以及物流运输与产品检测的相关标准。 

五、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中国五矿的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安排是根据公司业务特点和业

务发展需要而产生，能充分利用中国五矿集团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实现优势互补

和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合作共赢，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本公司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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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利益。相关的交易协议是在平等、互利、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订立的，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公司业务不因此类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9 日 





报备文件 

1、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本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