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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北方

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铜业”或“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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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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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北方铜业与控股股东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条山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其他关联方之间存在必要的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01,946.21 万元。2022 年度

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91,989.04 万元。 

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魏迎辉、高建忠、李晨光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

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亦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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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中条山集团、山西焦煤运城盐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焦盐化”）、晋创投资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三

晋国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潞安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将

在股东大会上对此事项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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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 2023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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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22 年 1-12月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山西中条山集团胡家峪矿

业有限公司 
铜精矿 市场价 28,571.17 914.55 30,398.18 

山西中条山集团篦子沟矿

业有限公司 
铜精矿 市场价 17,953.15 2,114.13 18,748.25 

垣曲同兴废旧物资回收有

限公司 
废杂铜 市场价 1,684.00 0.00 349.13 

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

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6,506.84 395.78 5,967.17 

太原中条山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 
辅料 市场价 2,218.95 20.98 1,426.41 

侯马北铜铜业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7.00 0.00 0.00 

山西中条山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12,192.70 953.42 11,758.82 

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

有限公司垣曲分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1,600.00 114.70 1,443.59 

山西中条山建筑有限公司

（包含水泥厂） 
水泥及其他 市场价 2,475.00 87.80 3,055.79 

山西中条山自强铜业有限

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520.00 0.00 458.09 

山西中条山集团陶瓷科技

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0.00 0.00 0.43 

山西中条山工程设计研究

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655.50 0.79 432.17 

南风集团山西日化销售有

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40.00 0.00 32.92 

小计 74,424.31 4,602.15 74,070.94 

接受关

联人劳

务 

连云港中条山有色金属有

限公司 
进口货代 市场价 3,423.00 6.22 5,593.41 

运城中条山医疗有限公司 职工体检 市场价 366.00 0.00 341.47 

山西兴新安全生产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价 46.00 0.00 36.21 

霍州煤电集团云厦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市场价 2,100.00 0.00 1,140.33 

山西舜王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在建工程 市场价 8,817.00 20.00 1,2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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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

有限公司 
设备安装 市场价 5,000.00 0.00 1,719.61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服务 市场价 0.00 0.00 27.42 

侯马经济开发区盛达聚危

货运输有限公司 
货运 市场价 0.00 0.00 19.09 

小计 19,752.00 26.22 10,152.36 

向关联

人提供

租赁 

山西中条山集团篦子沟矿

业有限公司 
尾矿库设施 市场价 378.00 27.25 368.89 

小计 378.00 27.25 368.89 

租赁关

联人房

屋、土地 

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

公司 

办公楼、工

业用地租赁 
市场价 1,613.95 0.00 1,591.20 

上海中条山实业有限公司 房屋 市场价 190.44 0.00 190.44 

上海中条山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 
房屋 市场价 120.51 29.72 69.34 

小计 1,924.90 29.72 1,850.99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或

商品 

山西中条山集团胡家峪矿

业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640.00 48.14 707.51 

山西中条山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1,596.00 150.76 1,625.08 

山西中条山集团篦子沟矿

业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278.50 15.28 291.75 

山西中条山集团陶瓷科技

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0.00 0.00 2.25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1,048.67 61.79 1,439.52 

山西舜王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265.00 4.96 250.07 

山西中条山建筑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394.00 16.86 391.46 

山西中条山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18.50 0.03 12.32 

山西中条山自强铜业有限

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320.00 31.57 267.40 

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

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264.30 25.75 264.15 

山西中条山工程设计研究

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3.85 0.45 3.73 

侯马北铜铜业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608.50 3.26 273.92 

运城中条山医疗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9.20 0.45 8.93 

太原中条山有色金属有限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0.03 0.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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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连云港中条山有色金属有

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0.50 0.00 0.44 

垣曲同兴废旧物资回收有

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19.95 0.00 6.60 

山西万家寨水控水资源有

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市场价 0.00 0.00 0.70 

小计 5,467.00 359.30 5,545.87 

合计 101,946.21 5,044.64 91,989.04 

（三）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2 年 2 月 18 日，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发生关联交易 96,929.76 万

元。 

2022年度公司实际发生关联交易 91,989.04亿元，完成年度预测数的 94.90%。

具体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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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原材

料 

山西中条山集

团胡家峪矿业

有限公司 

铜精矿 30,398.18 30,039.08 4.29% 1.20% 

披露日期：2022

年 2月 10日巨潮

资讯网发布的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公告编号：

2022-13）及 2022

年 2月 19日发布

的《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

2022-17） 

山西中条山集

团篦子沟矿业

有限公司 

铜精矿 18,748.25 18,599.78 2.64% 0.80% 

垣曲同兴废旧

物资回收有限

公司 

铜精矿 349.13 6,963.40 0.05% -94.99% 

中条山有色金

属集团有限公

司 

辅料及其他 5,967.17 6,276.10 14.07% -4.92% 

太原中条山有

色金属有限公

司 

辅料 1,426.41 1,596.10 3.53% -10.63% 

侯马北铜铜业

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0.00 10.00 0.0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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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中条山机

电设备有限公

司 

辅料及其他 11,758.82 12,381.20 27.04% -5.03% 

山 西 煤 层 气

（天然气）集

输有限公司垣

曲分公司（现

已更名为山西

国际电力天然

气有限公司垣

曲分公司） 

辅料及其他 1,443.59 1,700.00 3.30% -15.08% 

山西中条山建

筑有限公司 
水泥及其他 3,055.79 3,100.00 7.01% -1.43% 

山西中条山自

强铜业有限公

司 

辅料及其他 458.09 310.00 1.05% 47.77% 

山西中条山集

团陶瓷科技有

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0.43 3.00 0.00% -85.60% 

山西中条山工

程设计研究有

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432.17 287.00 0.99% 50.58% 

南风集团山西

日化销售有限

公司 

辅料及其他 32.92 34.00 0.05% -3.18% 

小计 74,070.94 81,299.66 - -8.89% 

接 受 关 联

人劳务 

连云港中条山

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 

进口货代 5,593.41 4,615.00 69.06% 21.20% 

披露日期：2022

年 2月 10日巨潮

资讯网发 布的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公告编号：

2022-13）及 2022

年 2月 19日发布

的《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22-17） 

运城中条山医

疗有限公司 
职工体检 341.47 380.02 6.53% -10.14% 

山西舜王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1,274.82 1,894.00 24.38% -32.69% 

山西兴新安全

生产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36.21 120.00 0.74% -69.83% 

山西省工业设

备安装集团有

限公司（现更

名为山西省安

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设备安装 1,719.61 0.00 32.89% 0.00% 

煤炭工业太原 设计服务 27.42 0.00 0.5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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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 

侯马经济开发

区盛达聚危货

运输有限公司 

货运 19.09 0.00 0.37% 0.00% 

霍州煤电集团

云厦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1,140.33 2,000.00 21.81% -42.98% 

山西汽运集团

运城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 

危化品运输 0.00 40.00 0.00% -100.00% 

小计 10,152.36 9,049.02 - 12.19% 

向 关 联 人

提供租赁 

山西中条山集

团篦子沟矿业

有限公司 

尾矿库设施 368.89 352.29 100% 4.71% 

披露日期：2022

年 2月 10日巨潮

资讯网发布的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公告编号：

2022-13）及 2022

年 2月 19日发布

的《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

2022-17） 
小计 368.89 352.29 - 4.71% 

租 赁 关 联

人房屋、土

地 

中条山有色金

属集团有限公

司 

办公楼、工

业用地租赁 
1,591.20 1,591.84 85.96% -0.04% 披露日期：2022

年 2月 10日巨潮

资讯网发布的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公告编号：

2022-13）及 2022

年 2月 19日发布

的《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

2022-17） 

上海中条山实

业有限公司 
房屋 190.44 0.00 10.29% 0.00% 

上海中条山有

色金属有限公

司 

房屋 69.34 0.00 3.75% 0.00% 

小计 1,850.99 1,591.84 - 16.28%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山西中条山集

团胡家峪矿业

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707.51 508.04 1.31% 39.26% 

披露日期：2022

年 2月 10日巨潮

资讯网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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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中条山机

电设备有限公

司 

辅料及其他 1,625.08 1,722.35 3.01% -5.65%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公告编号：

2022-13）及 2022

年 2月 19日发布

的《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

2022-17） 

山西中条山集

团篦子沟矿业

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291.75 216.28 0.54% 34.90% 

山西中条山集

团陶瓷科技有

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2.25 20.00 0.00% -88.73% 

山西焦化股份

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1,439.52 951.33 7.03% 51.32% 

山西舜王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250.07 260.54 0.47% -4.02% 

山西中条山建

筑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391.46 275.50 0.73% 42.09% 

山西中条山新

型建材有限公

司 

辅料及其他 12.32 10.00 0.02% 23.19% 

山西中条山自

强铜业有限公

司 

辅料及其他 267.40 278.07 0.50% -3.84% 

中条山有色金

属集团有限公

司 

辅料及其他 264.15 214.70 0.49% 23.03% 

山西中条山工

程设计研究有

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3.73 5.12 0.00% -27.22% 

侯马北铜铜业

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273.92 131.22 0.51% 108.75% 

运城中条山医

疗有限公司 
辅料及其他 8.93 33.16 0.02% -73.07% 

山西北铜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辅料及其他 0.00  10.50 0.00% -100.00% 

太原中条山有

色金属有限公

司 

辅料及其他 0.02 0.03 0.00% -29.50% 

垣曲同兴废旧

物资回收有限

公司 

辅料及其他 6.60 0.00 0.01% 0.00% 

连云港中条山

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 

辅料及其他 0.44 0.11 0.00% 2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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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万家寨水

控水资源有限

公司 

辅料及其他 0.70 0.00 0.00% 0.00% 

小计 5,545.87 4,636.95 - 19.60% - 

合计 91,989.04 96,929.76 - -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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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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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

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住所 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 

中 条 山有

色 金 属集
团 有 限公

司 

魏迎辉 87,386.10 

山 西 省

运 城 市

垣 曲 县

东峰山 

 

加工制造工业硅及其炭素制品；批发零售建
材(木材除外）；进出口：出口本企业自产的

水泥；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以批准
的商品目录为准）；设备制造、修理、安装

及备件制作（除特种设备）；碳素制品制造、

销售；电器试验；建设工程、建筑施工：土

建工程（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为准）；
工程咨询；工程设计、科研与咨询（以设计

证书为准）；钻探；工程打孔；收购矿石；

钢窗钢门加工；硅粉、水泥制品生产、销售；
住宿：住宿服务、宾馆；俱乐部；广播电视

节目传送、接收传送境内电视节目；广告业

务：利用有线电视网络承办分类电视广告业
务；成品油批发、零售、仓储经营；汽油、

柴油的销售（有效期至 2022 年 04 月 06 日）

（以上项目仅限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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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 

山 西 中条

山 集 团胡

家 峪 矿业
有限公司 

高春风 10,136.65 
山西垣曲毛

家湾村 

铜矿的采选及附产品的加工，机电加工修

理，销售钴精矿粉、化工产品（除危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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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山 西 中条

山 集 团篦

子 沟 矿业
有限公司 

茹艺兵 3,975.92 
山西省垣曲

县槐南白村 

铜矿采、选；矿产品的销售（除限制品）、

加工；机电产品加工、修理；塑钢门窗、阴

极铜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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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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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 曲 同兴
废 旧 物资

回 收 有限

公司 

王坚 110.00 

山西省运城

市垣曲县中
古堆 

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
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金属

矿石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针

纺织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五金产品零售；
玩具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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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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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太 原 中条

山 有 色金
属 有 限公

司 

王智军 3,000.00 

山西转型综

合改革示范

区唐槐产业
园昌盛街 2

号坤泽十里

城 A 区
6-2-1302 

煤炭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
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搪瓷制品销售；金属包

装容器及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金属链

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高
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紧固件销售；金属

工具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特种设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泵及真

空设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机械设
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

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农
副产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销售代理；

商务秘书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贸易经纪；办公服务；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润滑油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日用品销售；轴

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橡胶制品销售；

汽车零配件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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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连 云 港中
条 山 有色

金 属 有限

公司 

唐建英 500.00 

中国(江苏)

自由贸易试

验区连云港
片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综

合保税区综
合 楼

418-241 号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

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

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高品

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木材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产品销
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

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贸易代理；货
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煤炭及制品销售；

耐火材料销售；电线、电缆经营；仪器仪表

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

售；再生资源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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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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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中条
山 机 电设

备 有 限公

司 

赵会琴 3,000.00 

山西省运城

市垣曲县新
城镇中古堆 

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特种设备制
造；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修理；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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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矿山机械制造；

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冶金专用设备制造；
隧道施工专用机械制造；电车制造；汽车销

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

发；电动机制造；电机制造；机械设备研发；
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

气设备制造；电气设备修理；金属结构销售；

金属结构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高品质特

种钢铁材料销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资源
再生利用技术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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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山 西 舜王

建 筑 工程
有限公司 

于刚 21,652.89 

山西省垣曲

县新城镇下
古堆 

建设工程：土木工程建筑施工、建筑安装、

道路维修、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建筑施工、
室外室内装饰装修；钢结构工程建筑施工；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彩钢、C型

钢、塑钢、钢铝门窗制造、销售；尾矿综合
利用及销售；混凝土及制品生产及销售；搬

运装卸服务；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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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山 西 中条

山 建 筑有
限公司 

王宏伟 12,500.00 
垣曲县新城

镇东峰山村 

凝土生产及销售；建筑施工：土木工程、井

巷工程、防水防腐工程施工；建筑安装；室

内外装饰装修；园林绿化；建筑设备租赁；
销售：建筑材料；以下项目仅限有经营权的

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汽车货运；危险货

物运输；危险废物运输；汽车大小修、总成

修理、专项修理；销售：汽车及配件；公路
修筑、公路养护；搬运、装卸、物流、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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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山 西 中条

山 新 型建
材 有 限公

司 

曹耀民 13,000.00 

山西省曲沃

县里村镇石

滩村 

生产、销售：熟料、矿渣微细粉、各种水泥
及制件；加工、销售：石子、石粉；石灰石

开采(该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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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山 西 中条

山 自 强铜

业 有 限公
司 

陈峰 3,800.00 

山西省垣曲
县新城镇古

堆村 

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

服装制造；劳动保护用品生产；再生资源回

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
再生资源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纸和

纸板容器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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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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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中条
山 集 团陶

瓷 科 技有

限公司 

王新建 36,000.00 

山西省运城
市垣曲县李

家窑工业园

区 

陶瓷技术检测、陶瓷技术咨询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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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山 西 中条

山 工 程设
计 研 究有

限公司 

王俊虎 660.00 

山西省太原

市小店区并
州南路 57

号 

压力管道设计；冶金行业（冶金矿山工程）
专业甲级；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专业丙级；冶金行业乙级；建材行业（非金

属矿及原料制备工程）专业乙级；市政工程
（给水工程、排水工程、城镇燃气工程、热

力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专业乙级；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可以在本省承
担下列任务：建制镇总体规划编制和修订；

20 万人口以下城市的详细规划的编制；20

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各种专项规划的编制；
中、小型建设工程项目规划选址的可行性研

究；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

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

术与管理服务；矿石化验及科学研究；土工
试验；工程监理；电气设备生产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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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侯 马 北铜

铜 业 有限
公司 

苗安业 31,157.07 
侯马市望高

路 818 号 

销售：冶炼渣。生产：硫酸；压缩、液化气
体；铜制品加工销售；铜冶炼、金冶炼、银

冶炼及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运 城 中条
山 医 疗有

限公司 

彭道剑 2,200.00 

运城市垣曲
县东峰山文

明路 15 号 

医疗服务；医疗器械经营；药品经营；药品
批发、药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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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国有
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以

下简称 “省
国资运营公

司”）直接或

间 接 持 股

5% 以 上 的
企业 

上 海 中条

山 有 色金

属 有 限公
司 

冯建民 3,000.00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环龙路

65弄 1号三

层、四层 

有色金属材料及制品（除金、银）、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建材、百货、针织品、五金交电的
销售，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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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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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中条
山 实 业有

限公司 

白若冰 10,000.00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新

片区业盛路
188 号

A-522 室 

矿产品、金属材料及其制品、黄金制品、金
银饰品、电子元器件、化工原料及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食用农产品、

饲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机
电设备、机械设备、建筑材料、陶瓷制品、

橡塑制品、针纺织品、办公用品、文体用品、

日用百货、包装材料、工艺礼品（除象牙及
其制品）、纸制品、玻璃制品、木制品、服

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

一类医疗器械、石油制品的销售，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策划，会务服务，从事计算机信息

科技、电子科技、新能源科技、智能化科技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
金融业务），计算机网络工程，供应链管理，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

划，市场营销策划，从此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

易代理，国内道路货物运输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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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 

山 西 兴新

安 全 生产
技 术 服务

有限公司 

张崇军 1,500.00 

太原市万柏

林区后王街

东一巷 3 号 

安全评价一类、二类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安全生产设备检测检验；职业卫生检测检

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煤矿生产能
力核定；安全生产技术咨询服务；汽车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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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国资运营
公司直接或

间 接 持 股

5% 以 上 的
企业 

南 风 集团

山 西 日化

销 售 有限
公司 

孙九生 2,000.00 

运城市盐湖
区红旗东街

376 号 

合成洗涤剂系列产品、消毒产品（不含危险
品）、工业清洗剂、空气清新剂、家用卫生

杀虫剂、化妆品、甘油及日用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工业

用纯净水的生产及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
（不含危险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电

子产品、纸制品、塑料制品的批发、零售（以

上国家限制生产经营的除外）。搬运装卸、
货物配载、物流信息服务、自有房屋租赁、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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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间接
控股股东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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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 州 煤电

集 团 云厦

建 筑 工程
有限公司 

辛泽有 8,060.19 

临汾霍州市

白龙镇白龙

村西南（霍

州煤电集团
白龙矿业公

司院内） 

矿山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营林绿化、道路绿化、景区绿

化工程、电力工程施工；环保工程；金属制

品加工；机器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电
器、矿山主要设备维修；批发、零售：SBS

防水卷材、建筑材料、机电产品（小轿车除

外）、钢材、橡塑制品、水暖材料、电缆、
土产日杂、五金交电、木制品、润滑油、矿

山机电；苗木、花卉、盆景、草坪培育种植

及销售；职工培训；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货
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砼加工，水泥生

产、经销(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锅炉的安

装改造及维修；煤矿井下操作实践、煤矿开

采技术服务；道路清洁服务；园林规划设计；
矿山工程、建筑工程技术服务；矿山工程、

建筑工程劳务服务；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吊

装运输服务；广告牌设计、制作与安装；环
保工程设计、施工；土地复垦；污水处理工

程；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环境监测与技

术咨询服务；矿井探放水（含钻探、物探）
工程；井下注浆堵水、底板加固工程；地质

勘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瓦斯
钻孔施工；水井施工；工程测量；水质化验；

防治水工程和技术服务；防治水相关技术报

告编制；矿用配件、材料销售；矿用设备制

造、加工、租赁及销售；汽车维修、保养、
配件经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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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国资运营

公司直接或
间 接 持 股

5% 以 上 的

企业 

山 西 煤层

气 （ 天然
气）集输有

限公司 

王世民 44,750.00 

山西示范区

长治路 345

号 

许可项目：燃气经营；燃气汽车加气经营；

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特种设备检
验检测；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修理；保险代理业务；食品销售；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供电业务；文件、资料等其他印

刷品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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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项目：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新能源汽车

整车销售；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机动
车修理和维护；日用百货销售；热力生产和

供应；特种设备销售；广告制作；广告发布；

合同能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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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国资运营
公司直接或

间 接 持 股

5% 以 上 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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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省安

装 集 团股

份 有 限公
司 

王利民 100,000.00 

山西转型综

合改革示范
区唐槐产业

园新化路 8

号 

许可项目：电气安装服务；民用核安全设备
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施工

专业作业；公路工程监理；城市建筑垃圾处

置（清运）；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
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测绘服务；建设工

程监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发电业务、输

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输电、
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设计；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大型游乐设施制造；特种
设备制造；安全生产检验检测；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检验检测服务；建筑物拆除作业（爆

破作业除外）；安全评价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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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建筑工
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城乡市

容管理；专用设备修理；机械设备租赁；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安全技

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专业设计服务；

市政设施管理；电气设备修理；工业工程设
计服务；机械设备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劳动

保护用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

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
统装置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特种设备销

售；特种设备出租；物业管理；住房租赁；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

行维护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安全系统
监控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招投标代理服务；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环境保

护监测；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金属

结构制造；砼结构构件制造；固体废物治理；
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

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消防技术服务；

通用设备修理；采购代理服务；电力设施器
材销售；消防器材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轨道交通专用设
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

零部件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制冷、

空调设备销售；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

水污染治理；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节能管理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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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国资运营

公司直接或
间 接 持 股

5% 以 上 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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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关联方财务数据（2022 年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山 西 焦化

股 份 有限

公司 

李峰 256,212.12 
洪洞县广胜
寺镇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经营本
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

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洗

精煤生产；承揽化工设备和零部件加工制

作；设备检修；防腐保温；铁路自备线运输；
经济信息服务；技术咨询；投资咨询；宾馆

餐饮；会议培训；（仅供分支机构使用）；开

展租赁业务。；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以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

2024 年 4 月 8 日）、硫酸铵（农用）、合成

氨、尿素、压缩氮、压缩氧、编织袋、工业

用甲醇的生产与销售；道路货物运输：汽车
运输。余热发电（自产自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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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国资运营
公司直接或

间 接 持 股

5% 以 上 的
企业 

关联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726,118.00 335,552.00 43,519.00 -15,200.00 

山西中条山集团胡家峪矿业有限公司 54,220.00 10,522.00 31,240.00 5,299.00 

山西中条山集团篦子沟矿业有限公司 25,057.00 20,227.00 18,834.00 2,180.00 

垣曲同兴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1,047.00 -709.00 2,172.00 -149.00 

太原中条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3,049.00 2,614.00 4,444.00 4.00 

连云港中条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3,039.00 760.00 9,897.00 7.00 

山西中条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0,565.00 8,391.00 24,279.00 259.00 

山西舜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3,011.00 29,870.00 1,508.00 34.00 

山西中条山建筑有限公司 52,256.78 23,626.36 26,989.77 1,080.89 

山西中条山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7,479.00 -5,838.00 12,692.00 -4,253.00 

山西中条山自强铜业有限公司 4,911.00 842.00 2,077.00 -20.00 

山西中条山集团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54,604.00 4,351.00 1,600.00 -5,350.00 

山西中条山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1,465.00 1,308.00 1,969.00 58.00 

侯马北铜铜业有限公司 177.00 29.00 60.00 -3,912.00 

运城中条山医疗有限公司 11,631.26 1,565.92 6,102.26 -393.39 

上海中条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5,536.00 4,846.00 69.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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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数据为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的业务往来均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与

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交易双方依据交易发生时市场价格定价，并签订合

同。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交易的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按照合同

约定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的关联交易均在业务实际发生时与相关关联方具体签署预计金额范围

内的相关订单或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资源共享，发挥协同

效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准，遵循客观、公正、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

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独立董事意见及监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上海中条山实业有限公司 13,907.00 9,564.00 1,724,728.00 12.00 

山西兴新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477.10 649.36 5,918.85 459.59 

南风集团山西日化销售有限公司 53,422.86 -10,791.05 30,929.25 -5,671.57 

霍州煤电集团云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9,491.53 7,402.65 77,491.51 -1,782.81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310,345.04 1,458,235.27 283,838.22 61,6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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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魏迎辉、高建忠、李晨光回避表决。

董事会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资源共享，

发挥协同效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准，遵循客观、公正、公允的原则，没

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

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定价公允，充

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行

为，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董事会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监事会同

意《关于确认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北方铜业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

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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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确认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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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署

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淼 

 
祁旭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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