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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9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0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2年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和2023年关联交易预计基本情况 

公司与河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钢集团”）、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邯钢集团”）、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钢集团”）

和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钢集团”）及其控股/参股公司等关联方

发生销售、采购产品及提供、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预计发生关联交易额度为1,440.55亿元，2022年1-11月实际发

生金额为1,398.07亿元，其中向关联方采购各种原燃材料、接受劳务等709.02亿

元；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原燃材料、动力产品及提供劳务等689.05亿元，未超过

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2023年，公司预计与上述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1,574.50亿元，其中：向关联方采购原燃材料、接受劳务等798.68亿元；向关联

方销售钢材、原燃材料、动力产品及提供劳务等775.82亿元。 

2．2023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已经2022年12月09日召开

的五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

董事王兰玉、谢海深、邓建军、耿立唐、张爱民回避了表决。 

3．此项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邯钢集团、唐钢集

团、承钢集团、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和承德昌达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将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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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2023 年预计

金额  

2022年 1-11月

发生额 

采购

商品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709,211.09 514,094.59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1,824,044.68 1,755,354.90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142,231.46 131,343.78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1,370,264.54 1,180,122.37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1,560.00 1,640.36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3,607,579.03 3,209,571.24 

舞阳钢铁有限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790.00 798.46 

宣化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106,846.21 121,496.47 

接受

劳务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50,898.98 44,919.07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45,717.64 30,867.52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127,627.12 100,015.41 

销售

产品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617,603.16 519,281.08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978,438.42 1,250,612.53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5,080,342.69 4,112,765.11 

青岛河钢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104,815.31 89,247.41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970,272.20 907,295.79 

提供

劳务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2,537.98 2,083.01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3.00 2.32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4,239.37 9,208.63 

   合计  15,745,022.88 13,980,720.05 

注：2022 年 1-11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遵循以下原则进行确定： 

1．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 

2．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 

3．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确定； 

4．对于无法按照“成本加成”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商品和服务项目，由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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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 

（三）2022 年 1-11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采购 

商品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钢材、焦炭、石

灰等 
514,094.59 701,418.86 4.31% -26.71%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矿石、矿粉、煤

气、水电等 
1,755,354.90 1,932,026.24 14.72% -9.14%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

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矿石、石粉等 131,343.78 512,809.23 1.10% -74.39%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参股公司 

进口矿、废钢、

煤、焦炭等 
1,180,122.37 1,402,929.43 9.89% -15.88%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钢材等 1,640.36 5,002.21 0.01% -67.21%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进口矿、煤、辅

料及其他等 
3,209,571.24 3,724,842.18 26.91% -13.83% 

舞阳钢铁有限公司及其

控/参股公司 
钢材等 798.46 2,525.95 0.01% -68.39% 

宣化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参股公司 
煤和焦炭等 121,496.47 - 1.02%  

接受 

劳务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设备维保通信

服务费及运费 
44,919.07 103,578.01 25.55% -56.63%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参股公司 

运费、基建工程

等 
30,867.52 18,590.99 17.56% 66.03%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技术服务费、基

建费等 
100,015.41 191,256.97 56.89% -47.71% 

销售 

产品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参股公司 
钢材、水电气等 519,281.08 1,084,030.76 4.93% -52.10%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铁水、钢材、煤

气、水电等 
1,250,612.53 1,039,551.21 11.88% 20.30%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参股公司 
钢材、钢坯等 4,112,765.11 2,469,735.70 39.06% 66.53% 

青岛河钢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参

股公司 

钢材 89,247.41 120,603.77 0.85% -26.00%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钢材、水电气等 907,295.79 1,090,545.59 8.62% -16.80% 

提供 

劳务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仓储费等 2,083.01 2,590.38 18.44%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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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参股公司 
电话费等 2.32 - 0.02%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控/参股公司 
运费等 9,208.63 3,505.20 81.54% 162.71% 

合计     13,980,720.05 14,405,542.68  -2.95% 

注：2022 年 1-11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人基本情况及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河钢集团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注册资本：200 亿元 

法定代表人：于勇 

成立日期：2008 年 6 月 24 日 

主营业务：对所投资企业资产进行运营管理；冶金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资

产租赁；钢材、炉料销售；国内劳务派遣等。 

河钢集团是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一）款规定。 

（2）邯钢集团 

注册地址：邯郸市复兴路 232 号 

法定代表人：邓建军 

注册资本：25 亿元 

成立日期：1995 年 12 月 28 日 

主营业务：黑色金属冶炼；钢坯、钢材加工 等 

邯钢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40.81%，且是河钢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

（一）款规定。 

（3）唐钢集团 

注册地址：唐山路北区滨河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谢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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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530,794,900 元 

成立日期：1995 年 12 月 28 日 

主营业务：资产经营；外经外贸（详见进出口商品目录）；冶金技术开发、

咨询、服务；机电修理等 

唐钢集团是河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7.93%，与公司

的关联关系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款的规定。 

（4）承钢集团 

注册地址：承德市双滦区滦河镇 

法定代表人：耿立唐 

注册资本：33 亿元 

成立日期：1980 年 7 月 1 日 

主营业务：矿产品、钢铁产品、钒钛产品、化工产品、焦炭及焦化产品、机

电产品、电子产品、建筑材料等采选、冶炼、制造、加工、销售等 

承钢集团是河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且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4.18%，与公司

的关联关系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的规定。 

（5）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唐山路北区建设北路 81 号 

法定代表人：田欣 

注册资本：31.66 亿元 

成立日期：1996 年 01 月 30 日  

主营业务：矿山采选及爆破技术咨询服务；爆破作业设计、施工；钢材、建

材（木材、石灰除外）、矿山机械设备制造等 

河钢集团矿业公司是河钢集团控制的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0.89%，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 

（6）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矿务局一矿贾凤路 

法定代表人：黄永建  

注册资本：20.0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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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1997 年 05 月 22 日 

主营业务：钢、钢材及钢副产品、钢渣及制品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钢材

深加工；铁矿砂产品的进出口及国内销售等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是河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 

（7）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舞钢市湖滨大道西段 

法定代表人：李建朝 

注册资本：23.34 亿元 

成立日期：1998 年 04 月 02 日 

主营业务：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铸件锻件、冶金炉料、冶金辅具、工

业及民用气体、自动化技术服务、特殊钢的研发、生产和技术服务等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是河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深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 

（8）青岛河钢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 107 号 

法定代表人：李茂广 

注册资本：9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07 月 11 日 

主营业务：金属卷材、金属薄板、彩涂板的生产、加工、销售和售后服务等 

青岛河钢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河钢集团下属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

系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 

2．关联方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关联人 

2022 年 10 月 31 日 2022 年 1-10 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52,498,476.39 13,665,332.04 32,928,759.33 199,129.79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836,638.15 4,631,154.40 7,066,678.55 49,3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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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6,241,619.36 8,028,671.68 11,401,296.74 -2,974.49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908,362.71 591,836.40 2,747,519.06 5,345.02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3,814,275.68 1,281,695.16 762,126.79 163,023.71 

舞阳钢铁有限公司 2,187,602.66 712,227.20 1,795,613.80 26,451.90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3,231,009.86 946,299.93 1,162,852.31 599.97 

青岛河钢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9,983.80 126,469.00 337,414.05 5,449.73 

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105,210.94 1,084,657.60 1,590,750.20 -101,338.66 

注：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3.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分析，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均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且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应支付公司的款项形成坏账

的可能性极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河钢集团、邯钢集团、唐钢集团和承钢集团于2009年5月22日签署了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协议达成主要内容为：河钢集团、邯钢集团、唐钢集团

和承钢集团及其控股/参股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在不影响自身生产需求的前提

下，根据本公司要求向公司提供各种生产所需的原燃料、产品和劳务服务，同时

公司也在协议有效期内，根据河钢集团、邯钢集团、唐钢集团和承钢集团及其控

股/参股公司的要求，为其提供原燃料、产品和劳务服务。关联交易价格遵循以

下原则进行确定：(1)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2)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

场价格确定；(3)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确定；(4)对于无

法按照“成本加成”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商品和服务项目，由双方按照公平、合理

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各方书面协议终止时协议终止，一方违反本协议的声明和保证

或一方破产、成为清算解散程序对象时，本协议对该方终止，但对其他各方仍然

有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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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长期形成的业务关系及生产的连续性和与辅助配套设施联系的紧密

性，公司与关联方在矿石、焦炭等原燃料采购和各种物资材料、风、水、电、汽

等产品销售、劳务等方面发生的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该等关

联交易是在与关联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原则定价和结算，不存在损

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基于历史和地缘关系，在关联方存续的情况

下，公司和关联方通过经济合作，有利于降低成本、减小风险、稳定发展，双方

建立长期的经济合作十分必要。 

2. 根据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公司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的申报、审批权限

和程序。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关联交易的表

决程序和信息披露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 

3. 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确定，因此，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关系，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对该关联

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五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