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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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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2021年度预计关联交易 

2021年预计与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钢研”）及其下

属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6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定价标准 预计金额（万元）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1,000.00 

采购业务 市场价格 12,000.00 

销售业务 市场价格 3,000.00 

合计  16,000.00 

（二）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20年 4 月 14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的议案》，且该议案于 2020 年

5月 8日经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 2020年度与公司控股

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钢研”）及其下属企业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总额累计不超过 9000万元。  

2021年 1 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发生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

增加 2020年度与中国钢研及其下属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额不超过 3000 万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与中国钢研及其下属企业实际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为 11,125.68万元。 

（三）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公司与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项目 定价标准 
2020年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930.98 

采购业务 市场价格 8,030.91 

销售业务 市场价格 2,163.79 

合计  11,125.68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0,323.01 21,638.79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39,204.42 3,471,468.53 

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53,725.66 

北京钢研柏苑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44,287.73 32,514.15 

北京钢研大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8,448,033.93 27,006,744.51 

北京钢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424,274.65 362,788.67 

北京钢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292,584.60 288,502.04 

钢铁研究总院 接受劳务 794,660.23 87,037.74 

钢铁研究总院 采购商品 29,535.39 337,340.71 

钢研昊普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8,391,133.57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5,393.14 229,033.05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7,400,643.47 14,249,600.44 

河北钢研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342,761.64 1,786,631.46 

河北钢研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27,455.94 762,966.32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48,540.63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791,232.00 1,510,030.40 

中联先进钢铁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624,141.79 386,028.72 

中联先进钢铁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22,386.03 12,650.86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7,735.85 15,471.70 

天津钢研广亨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22,120.74 

天津钢研海德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42,699.11 485,070.18 

天津钢研海德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1,446.90 69,814.16 

新冶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9,203.5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安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37,206.16 225,229.47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12,389.39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4,525.65  

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96,762.86  

安泰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29,917.22 

北京安泰中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4,778.76  

北京安泰钢研超硬材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272,666.32 

北京钢研大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90,392.20 322,444.60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932.74  

钢铁研究总院 提供劳务 281,674.30 33,349.06 

钢铁研究总院 销售商品 9,218,747.62 5,486,185.18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768,190.64 907,971.09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30,056.54 630,242.28 

河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40,128.16 

天津钢研广亨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1,418.10 

天津钢研广亨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4,528.30 

天津钢研海德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187.67 2,135,655.97 

天津钢研海德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8,134.05 

新冶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858.41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85,842.11  

北京钢研新冶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297,345.13  

3、关联租赁情况 

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上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天津钢研海德科技有限公司 房屋 255,359.60 1,332,357.61 

北京安泰钢研超硬材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   1,089,175.20 

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 上期确认的租赁费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7,568,031.43 6,673,963.09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 46,229.63   

青岛钢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房屋 1,440,176.07   

（四）2021年初至披露日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项目 定价标准 交易金额（万元）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251.97 

采购业务 市场价格 4,287.70 

 销售业务 市场价格 275.67 

合计  4,815.34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方关系 

（一）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少明 

转企时间：2000年 

注册资本：1,900,000,000 元 

企业类别：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及其计算机应用、电气传动及仪器仪表

集成系统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工程承包、工程监理和设备成套；冶

金与机械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元器件、机电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

售；环保、能源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材料、设备的研制、销售、工程承包；冶

金分析测试技术及仪器仪表、设备的开发、销售；分析测试技术及仪器仪表、设

备的开发、销售；进出口业务；投融资业务及资产管理；稀土及稀有金属矿、稀

土及稀有金属深加工产品、稀土及稀有金属新材料、稀土及稀有金属科技应用产

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餐饮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餐饮服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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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关联关系 

中国钢研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现持有公司 44.24%的股权。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钢研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很好的履约能力。 

（二）主要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北京钢研新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安泰（霸州）特种粉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安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安泰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北京安泰钢研超硬材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北京安泰中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北京钢研柏苑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北京钢研大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北京钢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北京钢研新冶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北京钢研新冶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钢铁研究总院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钢研昊普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河北钢研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河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青岛钢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天津钢研海德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子公司 

新冶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中联先进钢铁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依据 

采购价格在参照市场公允价格的基础上，由公司与关联方协商确定，原则上

不超过关联方向独立第三方销售的平均价格水平。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国钢研二者业务上的往来合作将为双方带来效益，关联交易的价格

是公允的，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正常经营的

开展，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等规定，在召开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向独立董事做了情况说明，

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曹伟先生、曹真先生和田

会先生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之间的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发生，是正常的商业交易行

为，关联交易符合市场原则，定价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本公司章程，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出任的

董事在表决时予以回避，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交易不会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中小股东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利益。我们同意签署并实施该等关联交易协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