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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7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2021-8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作为中钨

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钨高新”、“公司”）2018 年度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保荐业务》、《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中钨高新

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中钨高新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了 2021 年公司与关联方发

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及金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21-11）。 

现因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实际的需要，中钨高新拟调整 2021 年度与实际控

制人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

关联企业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钨业”）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企业等关联方的采购金额和销售金额。其中，拟增加关联采购金额 13,500 万元，

拟增加关联销售金额 4,000 万元。调整后，公司 2021 年度关联采购金额预计

389,685 万元，关联销售金额预计 77,5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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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李仲泽、邓楚平、

杜维吾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要求，本次调整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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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月发生额 

调整前 

预计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 

预计金额 

采 

购 

商 

品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 

APT、

氧化

钨、钨

精矿等 

市场价定价 117,490.22 155,710.00 -4,000.00 151,710.00 

江西省修水赣北钨业

有限公司 
市场价定价 97,272.58 120,600.00 4,000.00 124,600.00 

中国五矿 市场价定价 12,099.00 10,015.00 3,500.00 13,515.00 

厦门钨业 市场价定价 4,096.31 1,200.00 5,200.00 6,400.00 

成都虹波钼业有限责

任公司 
市场价定价 6,569.03 14,000.00 -5,000.00 9,000.00 

麻栗坡海隅钨业有限

公司 
市场价定价 1,011.51 6,960.00 -5,500.00 1,460.00 

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

限公司 
市场价定价 3,092.67 6,330.00 -2,500.00 3,830.00 

九江金鹭硬质合金有

限公司 
市场价定价 4,269.98 6,500.00 -1,000.00 5,500.00 

福建鑫鹭钨业有限公

司 
市场价定价 3,476.57 9,170.00 -3,500.00 5,670.00 

湖南新田岭钨业有限

公司 
市场价定价 16,001.86 28,200.00 -9,000.00 19,200.00 

湖南瑶岗仙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市场价定价 23,375.48 15,000.00 18,200.00 33,200.00 

江西省修水香炉山钨

业有限公司 
市场价定价 8,683.14 2,500 13,100.00 15,600.00 

小 计 297,438.35 376,185.00 13,500.00 389,685.00 

销 

售 

商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 钨精矿 
市场价定价 33,040.86 25,410.00 17,000.00 42,410.00 

江西省修水赣北钨业 市场价定价 11,594.61 22,210.00 -4,000.00 18,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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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有限公司 

中国五矿 市场价定价 3,313.86 2,000.00 4,000.00 6,000.00 

厦门钨业 市场价定价 2,600.28 950.00 2,000.00 2,950.00 

厦门金鹭硬质合金有

限公司 
市场价定价 0.00 8,500.00 -7,500.00 1,000.00 

九江金鹭硬质合金有

限公司 
市场价定价 0.00 8,500.00 -7,500.00 1,000.00 

福建鑫鹭钨业有限公

司 
市场价定价 2,982.94 6,000.00 0 6,000.00 

小 计 53,532.55 73,570.00 4,000.00 77,570.00 

注 1：因预计关联人数量较多，且预计交易金额较小，未达到单独披露标准，简化披露

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或“厦门钨业”，此表格数据中，与中国五矿和厦门钨业之

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包括除单独披露外的所有与中国五矿和厦门钨业及其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之间的发生额。 

注 2：与江西省修水香炉山钨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年初预计金额较小，发生额合并到中

国五矿简化披露，本次调增后单独披露。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翁祖亮 

注册资本：1,020,00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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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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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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 10,613.66 亿元，所有者

权益 2,650.55 亿元，营业收入 4,190.54 亿元，净利润 150.43 亿元。 

关联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长庚 

注册资本：141,845.92 万元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柯井社 

经营范围：钨、稀土投资；钨及有色金属冶炼、加工；钨合金、钨深加工产

品和稀有稀土金属深加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金属、木料、塑料、布包装制品的

生产和销售；粉末、硬质合金、精密刀具、钨钼丝材、新能源材料和稀有稀土金

属的制造技术、分析检测以及科技成果的工程化转化；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出口

本企业生产加工的产品和进口本企业生产所需的生产技术、设备、原辅材料及备

品备件（计划、配额、许可证及自动登记的商品另行报批）；加工贸易。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 2,804,331.13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10,550.79 万元，营业收入 1,422,293.48 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718.52 万元。 

关联关系：因公司高管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关系。 

3、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斌全 

注册资本： 47,064.07 万元 

住所：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东河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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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加工、销售及相关产品生产、销售；本

企业自产的铅锭、锌锭、钼精矿、铋锭、钼铁、钨铁、氧化钼、萤石、铜、锡对

外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要的原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进口、

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工业及民用建筑工程、矿山井巷工程施工、安装（涉及许

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普通货运运输；矿冶物料及矿产品分析检测。（依法

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 291,769.12 万元，所有

者权益 120,605.80 万元，营业收入 105,969.32 万元，净利润 12,340.52 万元。 

关联关系：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4、江西省修水赣北钨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松林 

注册资本：15,989.69 万元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吴都工业园   

经营范围：矿产品经营、加工选矿、研发、冶炼、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除

外）；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销售；矿山机械及配件、建筑材料销售；自营

商品的进出口贸易；道路货运站（场）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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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末，总资产 45,603.14 万元、净资产

16,545.18 万元、营业收入 90,548.68 万元 、净利润 453.57 万元。 

关联关系：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5、成都虹波钼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伟 

注册资本：7,000.00 万元 

住所：成都市青白江区黄金路 98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稀有稀土金属冶炼；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新型金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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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肥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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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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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 60,120.85 万元，所有者

权益 11,119.86 万元，营业收入 60,742.69 万元，净利润 2,389.48 万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厦门钨业控制企业，从而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6、麻栗坡海隅钨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奇 

注册资本：14,000 万元 

住所：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麻栗镇南锋小寨 

经营范围：仲钨酸铵、蓝钨、黄钨及其他有色金属的采购、生产、冶炼、加

工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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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 15,830.73 万元，所有者

权益 9,311.95 万元，营业收入 25,620.07 万元，净利润 37.13 万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厦门钨业控制企业，从而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其山 

注册资本：61,000 万元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69 号 

经营范围：生产钨粉、碳化钨粉、硬质合金、钨合金、钨深加工产品、钴粉、

混合料、合金粉及其他金属粉末材料、难熔金属材料和氧气；粉末冶金机械、电

气设备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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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 505,055.60 万元，所有

者权益 286,622.36 万元，营业收入 200,520.44 万元，净利润 28,097.46 万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厦门钨业控制企业，从而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8、福建鑫鹭钨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奇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 

住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雁石镇龙壁路 18 号 

经营范围：钨钼冶炼；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有色金属铸造；铜压延加工；铝压延加工（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稀有稀土金属压延加工（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其他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金属结

构制造；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源回收、加工（不含固体废物、危险

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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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 41,837.40 万元，所有者

权益 9,202.34 万元，营业收入 39,443.28 万元，净利润-713.63 万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厦门钨业控制企业，从而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9、湖南新田岭钨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光华 

注册资本：89,400.00 万元 

住所：郴州市北湖区石盖塘镇工业小区商业大道 

经营范围：凭采矿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对钨矿的开采及选矿矿产品的销售；硫

的综合回收；采矿与选矿的技术服务；有色金属综合利用。(以上经营范围国家

禁止的除外，需行政许可的凭本企业许可证经营)。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 144,106.04 万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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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权益 61,330.49 万元，营业收入 15,954.61 万元，净利润 1,361.46 万元。 

关联关系：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10、湖南瑶岗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克锋 

注册资本：18,801.00 万元 

住所：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瑶岗仙镇 

经营范围：钨矿开采；有色金属地质勘探（限本企业矿区范围内）、选、冶、

加工、销售、运输。（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本企业有效许可证书经营）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 177,913.79 万元，所有

者权益 9,380.64 万元，营业收入 36,766.72 万元，净利润 3,809.93 万元。 

关联关系：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11、江西省修水香炉山钨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靖 

注册资本：22,687.93 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吴都工业园，公司经营范围：矿产品开采、

经营、加工、选矿、研发、销售等。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 91,501.89 万元，所有者

权益 38,596.46 万元，营业收入 15,504.28 万元，净利润 2,540.01 万元。 

关联关系：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12、厦门金鹭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涛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嵩屿南二路 99 号 1303 室之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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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合金制造；稀有稀土金属压延加工；锻件及粉末冶金制

品制造；机床附件制造；冶金专用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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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 49,234.14 万元，所有者

权益 41,632.85 万元，营业收入 1,989.67 万元，净利润-1,776.96 万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厦门钨业控制企业，从而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3、九江金鹭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家明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城西港区春江路 18 号 

经营范围：钨粉、碳化钨粉、硬质合金及深加工产品、钴粉、混合料及合金

粉、其他金属粉末材料和难熔金属材料的生产和销售；粉末冶金机械、电器设备

的生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除外）。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 106,913.50 万元，所有

者权益 40,507.33 万元，营业收入 75,915.67 万元，净利润 4,541.94 万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厦门钨业控制企业，从而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均能遵守合同约定，按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结算，

不存在其他潜在影响其履约的重大情形。经查，上述公司均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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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

行，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本准则，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确定交易价格；交货、付款均按签订的合同相关条款

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司已与中国五矿和厦门钨业

签署了有关框架协议，对公司与中国五矿、厦门钨业（包括中国五矿、厦门钨业

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型、交易总量确定、交易定价原则、

付款方式等予以约定，协议有效期为 3 年，有效期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国五矿、厦门钨业在我国钨及硬质合金行业内均拥有非常丰富的产业资源，

行业地位显著。为确保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公司及下属企业需要与其

进行原辅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

持续发生的、正常合理的行为，有利于促进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 

以上关联交易的定价参照市场价格，遵循公允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交

易双方可随时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价格，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因此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

强社会公众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问题》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制

度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先进行了确认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公司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正、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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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根

据实际经营情况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招商证券认为：公司增加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符合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协商确定；

上述关联交易调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梁 石    胡 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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