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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12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2023-003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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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万方”或“公司”）于 2023

年 1月 13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焦作市万方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2023 年公司计划向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万方集团”）销售电解铝液不超过 81,300 吨，销售铝合金棒产品不超过

3,600吨，供汽不超过 2500GJ，预计与万方集团发生的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60,445

万元（含税）。 

2、公司董事会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焦作市

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大青就上述议案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万方集团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额度超过董事会审议标

准，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股东万方集团

及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需回避对相应议案的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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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

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3年度预

计金额（万

元） 

2023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金额

（万元） 

2022年度

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

方销售

产品、商

品 

万方

集团 

销售铝

液 

单价按每月提货当

周上海有色网 SMM 

A00铝（AL99.70）

铝锭报价基础结算

价下浮 120元/吨结

算 

153,657.00 0 83,962.37 

销售铝

合金棒 

铝棒单价按发货日

当周工作日长江现

货市场 AL99.70铝

锭算术均价为定价

基础，6063铝合金

棒加上加工费 450

元/吨作为结算单

价，1070铝合金棒

加上加工费 450元/

吨为结算单价，

6061铝合金棒加上

加工费 900元/吨作

为结算单价 

6,768.00 0 212.57 

供汽 

当月供汽单价=（上

月标煤单价×0.04 

+ 7）× （1+15%） 

× （1+税率） 

20 0 12.59 

合计 - - 160,445.00 0 84,187.53 

说明： 

2023年预计金额根据合同签订数量，结合 2023年预计价格得出，其中铝液预

计年度销售单价 18,900 元/吨（含税），铝合金棒预计年度销售单价 18,800元/吨

（含税），供汽单价 80元/GJ（含税）。 

（三）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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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

联

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已发生

金额（含税）

（2022年） 

2022年度预

计金额（含

税）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焦作万方

向关联人

万方集团

销 售 产

品、商品 

万

方

集

团 

 

向万方

集团销

售铝液 

83,962.37 127,490.00 16.21% 34.14% 

2021年 12月 25日

在巨潮咨询网披露

的《焦作万方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焦作市万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96） 

向万方

集团销

售铝合

金棒 

212.57 6,984.00 0.65% 96.96% 

向万方

集团供

汽 

12.59 —— 2.29% —— —— 

合计 84,187.53 134,474.00 —— —— —— 

焦作万方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2022 年度，因疫情、市场环境、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万

方集团产能及订单数量有所下降，从我公司采购产品、商

品不及预期。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完成情况，

将在公司 2022 年度报告中披露。 

焦作万方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

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人万方集团基本情况 

名称：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焦作市山阳区塔南路 160号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1117350360XL 

注册资本：9648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大青 

主营业务：铝冶炼及压延加工，铝制品制造；经销有色金属材料（不含国家

专营专控商品）、建材、汽车配件等。 

财务数据：截止 2021年底，万方集团资产总额为 61,439万元，净资产为 37,413

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57,500万元，净利润为 6171万元。截至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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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万方集团资产总额为 63,521 万元，净资产为 37,216 万元；2022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53,757万元，净利润为-4万元（未经审计）。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持股比例 

焦作市财政局 8683.20万元 货币、实物等 1997.02.18 90% 

河南省财政厅 964.80万元 货币 2020.12.30 10% 

关联关系：万方集团持有焦作万方股份 5%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6.3.3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市属国有重点企业，经济实

力雄厚，与焦作万方有多年合作关系，不存在违约情况。万方集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万方集团销售铝液 

合同有效期和产品数量：合同履行期 12 个月（生效之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年供货量共计 81,300吨。 

定价原则和依据： 

采用“上海有色网 SMM A00 铝（AL99.70）铝锭报价周均价” （上海有色网，

网址：https://www.SMM.cn/）的定价方式，单价按每月提货当周上海有色网 SMM A00

铝（AL99.70）铝锭报价基础结算价下浮 120 元/吨结算。周六、周日提货按下周

周基础结算价结算。 

上海有色网 SMM A00 铝（AL99.70）铝锭报价当周基础结算价=当月当周有效

交易日 SMM A00 报价平均价，即每个有效交易日上午上海有色网公布 SMM A00 的

价格中间价之和/有效交易天数（以下简称当周基础结算价）。 

若某月最后一天为周一，则按上周和当天所有有效交易日价格平均价为准。

若某月最后一天为周二，则按当周的周一、周二的两天有效交易日价格平均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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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此类推。若某月第一天当周有效交易日若为 1 天或不是有效交易日，则按

当周（自然周）所有有效交易日均价作为当周的基础结算价结算。 

节假日期间周基础结算价约定如下：2023 年 1 月 1日至 1月 6日按 2023年 1

月 3 日至 1 月 6 日的平均价作为基础结算价结算（每个有效交易日上午上海有色

网公布的价格中间价之和/有效交易天数）；2023年 1月 21日至 1月 27日按 2023

年 1 月 16 日至 1 月 31 日的平均价作为基础结算价结算（每个有效交易日上午上

海有色网公布的价格中间价之和/有效交易天数）；2023 年 4 月 29 日至 30 日按

2023 年 4 月 24 日至 28 日的平均价作为基础结算价结算（每个有效交易日上午上

海有色网公布的价格中间价之和/有效交易天数）；2023年 5月 1日至 5日按 2023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12 日的平均价作为基础结算价结算（每个有效交易日上午上

海有色网公布的价格中间价之和/有效交易天数）；2023年 6月 22日至至 23日按

2023 年 6 月 19 日至 21 日的平均价作为基础结算价结算（每个有效交易日上午上

海有色网公布的价格中间价之和/有效交易天数）；2023 年 7 月 29 日至 31 日按

2023 年 7 月 24 日至 31 日的平均价作为基础结算价结算（每个有效交易日上午上

海有色网公布的价格中间价之和/有效交易天数）；2023 年 9 月 1 日按 2023 年 8

月 28日至 9月 1日的平均价作为基础结算价结算（每个有效交易日上午上海有色

网公布的价格中间价之和/有效交易天数）；2023 年 9 月 29 日至 30 日按 2023 年

9月 25日至 9月 28 日的平均价作为基础结算价结算（每个有效交易日上午上海有

色网公布的价格中间价之和/有效交易天数）；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日按 2023

年 9月 25日至 10月 13日的平均价作为基础结算价结算（每个有效交易日上午上

海有色网公布的价格中间价之和/有效交易天数）；2023 年 12 月 30 日至 31 日按

2023年 12月 25日至 29日的平均价作为基础结算价结算（每个有效交易日上午上

海有色网公布的价格中间价之和/有效交易天数）。上述节假日价格约定如遇国家

实际放假时间发生变化，依据上述原则，随时调整。 

结算、开据发票方式：卖方收到足额货款（包括买方补齐的差额、违约金等）

后，根据结算结果开具发票。季度末月份，当月的全部提货量于当月开具发票。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6 

非季度末月份，当月最后一日提货量于下月开具发票，其他提货量于当月开具发

票。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现款现货，款到提货。卖方同意，买方当月货款以现

汇和额度不超过15%的银行承兑汇票组成（出票银行需符合卖方规定的17家银行）。

如买方向卖方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额度超过当月实际货款的 15%，超出部分买方承

担贴现费用。 

2、 焦作万方向万方集团销售铝合金棒 

产品数量：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在月度内按订单要求均衡发货，原则上每

月 300吨。 

定价原则和依据：铝棒单价按发货日当周工作日长江现货市场 AL99.70 铝锭

算术均价为定价基础，6063 铝合金棒加上加工费 450 元/吨作为结算单价，1070

铝合金棒加上加工费 450 元/吨为结算单价，6061 铝合金棒加上加工费 900 元/吨

作为结算单价，以上加工费为暂定价，如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波动时，甲乙双方

均可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出调价申请，经双方协商同意后，按协商价格执行。如

需其它牌号，加工费双方另行约定。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周结算,每周周五结清前期货款。当双方确认无异议

后，甲方开具 13%增值税发票。若乙方以银行承兑方式支付，则须符合甲方对承兑

出票银行及其他方面的规定要求，甲方按当期银行贴现利率收取利息。 

本合同有效期：生效之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 

3、焦作万方向万方集团供汽 

数量：供汽量以经双方认可的蒸汽流量计指示值为准，以热值计量。 

定价原则和依据：当月供汽单价=（上月标煤单价×0.04 + 7）× （1+15%） 

× （1+税率）。当月供汽单价为含税价，税率为 9%，单位：元/GJ。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供汽价款以人民币支付。支付方式：银行转账。按月

结算，乙方在次月 10 日前来甲方办公地领取发票，并于 25 日前结清上月汽费。 

本合同有效期：本合同自双方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

起生效，至 2023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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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关联交易事项经焦作万方股东大会批准后，根据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

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焦作万方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万方集团是 2007 年公司引入的首家铝液客户，开拓了产品销售的新模式，公

司直接将铝液销售给用户，既降低了公司铸锭的成本也降低了用户的重熔成本。 

2.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 

焦作万方向万方集团销售铝液和铝合金棒产品交易定价方式以上海有色网

SMM A00 铝（AL99.70）铝锭报价周均价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定价

体现了公平、互利、合理的原则，没有损害焦作万方、焦作万方股东，特别是焦

作万方中小股东利益。 

3.对该关联交易的依赖性 

铝锭属于期货交易产品，公司周边有多家铝液及铝锭用户，焦作万方对万方

集团的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重大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如果该关联交易事项不能够进行，焦作万方周边其他

铝液客户可以消化部分铝液产量，其他铝液可铸成铝锭进行销售，不影响焦作万

方的正常生产经营。 

五、独立董事意见 

1、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发表意见如下：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为正常经营需要，交易价格依据公

开市场价格为基础，该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此发表了如下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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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交易双方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交

易定价依据市场公开价格为基础，体现了公允、公平、合理的原则，没有损害公

司、公司股东，特别是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本交易事项不影响公司业务的

独立性。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无异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 

（三）公司向万方集团销售铝液、销售铝合金棒及供汽合同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