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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23-003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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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简介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运行，2023 年，公司与中色（宁夏）东方

集团有限公司、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

公司、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司、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宁夏盈氟

金和科技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燃料和动力；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接受劳务。预计 2023 年度总金

额为 14,152 万元（不含税），2022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4,610

万元（不含税），2022 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10,674.51 万元（不含税）。 

上述关联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经 2023 年 1 月 17 日公司第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以 4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姜滨、李峰、唐微、白轶明、朱国胜回避表决），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对此

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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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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上年发生

金额（万

元）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气体及热水采购 按市场价格定价 1,580.00  - 1,070.97  

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钛制品 按市场价格定价 1,360.00  - 586.03  

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

司 
产品出口买断 按市场价格定价 30.00  - 31.78  

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 氢氟酸 按市场价格定价 1,100.00  - 982.86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 
材料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  - 3.98  

小   计   4,070.00    2,675.62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 
水电汽 按市场价格定价 6,350.00  - 5,394.48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

夏有限公司 
钽铌制品 按市场价格定价 30.00  - 6.86  

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钽铌制品 按市场价格定价 200.00  - 135.72  

小   计   230.00   -    142.58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 
分析费、加工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80.00  - 50.56  

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

司 
分析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20.00  - 15.70  

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分析费、加工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850.00  - 474.89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分析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50.00  - 30.36  

小   计   1,000.00  -  571.51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 

综合服务费、租赁

费、车辆使用费及

采购服务代理费

等 

按市场价格定价 884.00   665.74  

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加工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600.00   481.98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

夏有限公司 
分析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10.00   98.99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零星工程、修理、

加工、循环水使用

费及租赁费等 

按市场价格定价 1,008.00   604.27  

宁夏星日电子有限公司 租赁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   8.70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

院 
咨询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   20.75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报表系统费用 按市场价格定价 -   9.89  

小   计   2,502.00 - 1,8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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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14,152.00  - 10,674.51  

 

 

（三）上一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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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 

宁夏中色新材

料有限公司 

气体及热

水采购 
 1,070.97  1,580.00  1.43% -32.22%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宁夏中色金航

钛业有限公司 
钛制品  586.03   1,200.00  0.78% -51.16%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宁夏中色金辉

新能源有限公

司 

产品出口

买断 
 31.78   80.00  0.04% -60.28%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宁夏盈氟金和

科技有限公司 
氢氟酸  982.86   1,100.00  1.31% -10.65%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2022 年 12月 6日，

2022-064号公告 

中色（宁夏）东

方集团有限公

司 

材料费  3.98   -     - 

 

小计   2,675.62   3,960.00  3.57% -32.43%  

向关联人采

购燃料和动

力 

中色（宁夏）东

方集团有限公

司 

水电汽  5,394.48   6,100.00  100% -11.57%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2022 年 12月 6日，

2022-064号公告 

向关联人租

赁生产线 

中色（宁夏）东

方集团有限公

司 

设备租赁  -     60.00   -    -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西北稀有金属

材料研究院宁

夏有限公司 

钽铌制品  6.86   50.00  0.01% -86.28%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宁夏中色新材

料有限公司 
钽铌制品 -  30.00  0.00% -100.00%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宁夏中色金航

钛业有限公司 
钽铌制品  135.72   100.00  0.14% 35.72%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小计   142.58   180.00  0.15% -20.79%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中色（宁夏）东

方集团有限公

司 

分析费、加

工费 
 50.56   70.00   -    -27.77%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宁夏中色金辉

新能源有限公
分析费  15.70   30.00   -    -47.68%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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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宁夏中色金航

钛业有限公司 

加工费、分

析费 
 474.89   710.00  31.15% -33.11%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宁夏中色新材

料有限公司 
分析费  30.36   40.00  1.99% -24.11%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小计   571.51   850.00  33.14% -32.76%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中色（宁夏）东

方集团有限公

司 

公共设施

使用费、工

程劳务、加

工费、修理

费 

 665.74   1,200.00  11.97% -44.52%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宁夏中色金航

钛业有限公司 
加工费  481.98   800.00  8.66% -39.75%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西北稀有金属

材料研究院宁

夏有限公司 

分析费  98.99   200.00  1.78% -50.51%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宁夏中色新材

料有限公司 

零星工程、

修理、加工

及循环水

使用费等 

 604.27   1,260.00  10.86% -52.04%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002号公告 

宁夏星日电子

有限公司 
租赁费  8.70   -    0.16%  

 

中国有色桂林

矿产地质研究

院 

咨询费  20.75   0.37%  

 

中国有色矿业

集团 

报表系统

费用等 
 9.89     

 

小计   1,890.32   3,460.00  33.98% -45.37%  

 合计   10,674.51   14,610.00   -26.9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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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正常的生产发展需要，相关交易价格均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合理公

允。公司对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充分的测算，但是由于市场、 客

户需求及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变化等因素影响，使得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

情况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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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合法合规，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是市场、客户需求及

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变化等因素影响。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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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法定代表人：李春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叁亿元整 

经营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业务范围：有色及稀有金属冶炼、加工，电子元器件制造，化工产品

（不含专营），特种新材料、镁合金、微合金炉料、多晶硅的生产、销售，新

材料技术开发，建筑安装，轻钢结构制作和安装，机械加工及非标制作，商贸

进出口业务等。 

2、2022 年末母公司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8,632.41万元，净资产-71,153.44万元，营业总收入 72,635.16

万元，净利润-11,374.12 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持有公司 201,916,800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45.80%，为本公司

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情形，

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由于本公司由控股股东部分改制上市而来，辅助生产部分均留在母体，故

水电汽、机加、电修、土地租赁等交易必然形成关联交易。本公司接受控股股

东提供的水电汽、化工材料、综合服务及土地租赁等；本公司也向控股股东收

取加工费和分析检测费用，均以市场定价原则进行收取。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履约风险较小。 

（二）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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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法定代表人：焦红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捌佰柒拾贰万柒仟元整 

经营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稀有金属冶炼、加工及销售 

兼营：铍及铍合金制品、分析检测服务 

2、2022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5,151.04 万元，净资产 77,625.53 万元，营业总收入 58,123.15

万元，净利润 22,464.48 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与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同受中色（宁夏）东方集

团有限公司控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

法人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拥有国际先进的冷热等静压进口设

备、材料微观组织检测设备等，本公司冶炼加工过程中部分产品分析检测需西

材院外协，与其所进行的关联交易，可以减少公司检验费用；本公司向西北稀

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以市场价格销售钽铌制品（属于增加公司产品

销售渠道）。以上均属正常和必要的交易业务。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

险。 

（三）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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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焦红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经营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钽、铌、铍、钛、镁、铜有色金属材料的生产、加工、开发、

科研与销售，电子浆料、有色金属新材料的生产、销售；TIO 粉体及靶材、ATO

粉体及靶材、氧化物靶材的研发、生产、销售。 

2、2022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045.29 万元，净资产 4,016.30 万元，营业总收入 118,032.99

万元，净利润 2,725.11 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与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同受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法人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公司与中色新材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包括：向其采购气体和热水、接受其

零星工程、修理、加工等；为其提供产品分析检测费用等。以上均属于以市场

原则定价的企业内部日常的关联交易往来。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履约风险较小。 

（四）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法定代表人：李建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伍佰陆拾万陆仟柒佰元整 

经营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业务范围：钛及钛合金铸锭、管棒丝材、型材的研发、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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铍铜铸锭、板带材的研发、生产、销售。 

2、2022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707.14 万元，净资产 10,507.99 万元，营业总收入 25,625.21

万元，净利润 2,014.92 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同受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控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法人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本公司正常生产过程中的有高低温锻造等加工，需要在宁夏中色金航钛业

有限公司进行，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的锭材加工需要在本公司进行，双

方按照市场价格结算。本公司向金航钛业收取产品分析检测费，并购买钛制品，

以上均按市场原则进行结算。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

险。 

（五）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工业园区欣盛路 

法定代表人：米玺学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经营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业务范围：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 

2、2022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282.32 万元，净资产 6,615.28 万元，营业总收入 5,963.4 万

元，净利润-2,058.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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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司同受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

司控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法人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本公司为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其产品的分析检测和产品出口

代理服务，服务费用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结算。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

险。 

（六）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田年益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壹仟万元整 

经营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氟化铝、冰晶石、氟化膏的生产、销售；氢氧化铝、铝材、萤

石的销售*** 

2、2022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8,069.03 万元，净资产 33,330.13 万元，营业总收入 60,750.53

万元，净利润 -1,085.05 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系 

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系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法人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该公司生产的氢氟酸产品满足我方的使用要求，运距优势明显，为我司氢

氟酸合格供应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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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中色集

团电子化采购平台向其购买氢氟酸产品。以上均属正常的交易业务，均以市场

定价原则进行。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公司与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水电汽产品的交易价格为

市场价格。 

2、综合服务：原则上仍执行原本公司与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所

签协议。 

3、本公司与其他各关联方进行的交易定价政策，原则上均按照当时市场情

况由双方每年签订一个总的框架协议，如果交易条件和市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双方将另行协商重新确定交易标的、价格、额度等内容。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是公司主营业务或辅助生产所需的正常交易内容，包括原料、

材料、水电汽、综合服务、土地租赁和产品销售等，其中，购买关联方的原料

交易可以解决公司的部分原料来源；购买关联方的水电汽及支付有关劳务、服

务等费用，可以使本公司减少重复投资，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是提高经营业绩

的需要和相关任务完成的需要，是本公司整个销售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总

额比例不高，对本公司的利润影响不是很大，不会造成本公司对关联方销售的

依赖性。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李耀忠先生、张文君先生、陈曦先生事前认可本关联交易，

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本着自愿、公开、公平、公允的原

则进行，为公司及其他各方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连续、稳定运行起到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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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因此，同意将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讨论。 

2、公司独立董事在审议此议案时发表了独立意见： 

（1）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此项关联交易，本着自愿、公开、公平、公允的

原则进行，为公司及其他各方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连续、稳定运行起到了保

证作用，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 

（2）此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 

（3）交易的内容合理，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六、备查文件 

1、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协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