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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4-003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财务公

司”）于 2014 年 1 月 9 日与福建省上杭县汀江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汀江水电”）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由紫金财务公司向汀江水电提供金融服务，合同期限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紫金财务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9 日与福建省武平县紫金水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武平紫金水电”）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由紫金财务公司向武平紫金水电提

供金融服务，合同期限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月 31 日。 

3、由于汀江水电和武平紫金水电为本公司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持续性关联

交易。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协议，遵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以下合称“两地上市规则”），本公司关联

董事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为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是紫金财务公司的日常业务，

紫金财务公司与汀江水电和武平紫金水电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

行，体现公平合理原则，有利于充分发挥财务公司资金融通等功能，提高财务公司

整体资金使用效益，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紫金财务公司于2011年3月2日分别与汀江水电和武平紫

金水电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由紫金财务公司向汀江水电和武平紫金水电提供金融

服务（包括存款、贷款和结算），合同期限从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最近三年持续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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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名称 

交易

内容 
过往三年最高上限 

实际金额 

于 2011 年 

末余额 

(经审计) 

于 2012 年

末余额 

(经审计) 

于 2013 年

末余额 

(未经审

计) 

汀江水电 

存款

余额 

2011年度至 2013年度

日上限余额不超过

10,000万元（含息） 

0 0 0 

贷款

余额 

2011年度至 2013年度

日上限余额不超过

12,000万元（含息） 

3,000万元 3,915万元 3,730万元 

结算

费用 

2011年度至 2013年度

日每年不超过 100万元 
每年度结算费用为 0 

武平紫金

水电 

存款

余额 

2011年度至 2013年度

日上限余额不超过

10,000万元（含息） 

0 0 0 

贷款

余额 

2011年度至 2013年度

日上限余额不超过

10,000万元（含息） 

0 0 0 

结算

费用 

2011年度至 2013年度

日每年不超过 100万元 
每年度结算费用为 0 

注：最高上限与实际执行金额存在差异，主要由于汀江水电和武平紫金水电为本

公司的参股公司，且这两家公司按市场原则选择金融机构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上述

差异不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绝对值0.5%。 

 

鉴于上述合约已到期，且汀江水电和武平紫金水电为紫金财务公司成员单位，考

虑到汀江水电和武平紫金水电未来业务的发展，紫金财务公司分别于2014年1月9日与

汀江水电和武平紫金水电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由紫金财务公司向汀江水电和武平

紫金水电提供金融服务，合同期限从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在协议有效期内，汀江水电在紫金财务公司账户上的日

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含存款利息），紫金财务公司向汀江水电提

供日贷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贷款利息），紫金财务公司向汀江水

电每年收取的结算费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在协议有效期内，武平紫金水电在紫金财务公司账户上

的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含存款利息），紫金财务公司向武平紫

金水电提供日贷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贷款利息），紫金财务公司

向武平紫金水电每年收取的结算费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 

由于汀江水电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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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兴杭”）下属控股子公司，武平紫金水电为汀江水电的下属控股子公司，根据

两地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汀江水电及武平紫金水电为本公司关联人士，签署上述金融

服务协议构成持续关联交易。 

2014 年 1 月 9 日，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

公司 11 名董事，其中关联董事陈景河、王建华、蓝福生、邹来昌、李建回避表决，

其余 6名董事均参与表决并一致审议通过。 

上述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金额不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

产的 5%，也不超过 H 股上市规则规定的任何百分比率的 5%，根据两地上市规则，无

须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但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联方介绍 

1、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紫金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依法成立的专业从事集团金

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于 2009 年 9 月份成立，注册地址为福建省上杭县，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5.31557亿元，本公司持有 95%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为林红英。紫金财

务公司主要从事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

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

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等。 

财务状况：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紫金财务公司资产总额为 472,849.02 万

元，净资产为 70,528.6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3,176.51 万元，净利润 8,317.12 万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福建省上杭县汀江水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上杭县 

法定代表人：张华明 

注册资本：6,9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6月 16 日 

经营范围：水力发电（有效期至 2017年 12月 31日）；对水力发电业的投资；电

器机械及器材销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

后方可经营) 

财务状况：截至 2013年 9 月 30日止，汀江水电总资产为 33,042.83万元，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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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 8,516.48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892.11万元，净利润 413.25万元。（以上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控股股东闽西兴杭持有汀江水电 51%的股权，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福建

紫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汀江水电 49%的股权。 

汀江水电为紫金财务公司的成员单位。 

 

3、福建省武平县紫金水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武平县 

法定代表人：陈家源 

注册资本：6,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 3月 24 日 

经营范围：水力发电、水电业投资、电器机械及器材销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财务状况：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武平紫金水电总资产为 17,757.82 万元，

净资产为 8,354.89 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315.10 万元，净利润 926.59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汀江水电持有武平紫金水电 52%的股权，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福建紫金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武平紫金水电 48%的股权。 

武平紫金水电为紫金财务公司的成员单位。 

 

三、关联交易基本内容 

1、与汀江水电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 

（1）存款服务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汀江水电在紫金财务公司账户上的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10,000万元人民币（含存款利息）（占本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281.81亿元的

0.35%）。紫金财务公司提供存款服务时，存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类

存款利率。紫金财务公司将严格执行银监会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有关政策，以保证汀

江水电的资金安全。 

（2）贷款业务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紫金财务公司向汀江水电提供日贷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含贷款利息）（占本公司 201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 281.81亿元的 0.43%），

紫金财务公司根据有关规定、自身资金状况和汀江水电的生产经营状况决定并按另行

订立的贷款协议向汀江水电提供贷款，紫金财务公司收取的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



 5 

及紫金财务公司的有关规定执行。 

（3）结算业务 

汀江水电在紫金财务公司开立结算户，紫金财务公司为汀江水电提供付款服务和

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提供上述结算服务收费按有关规定

收取，不低于其他成员单位收费标准，在协议有效期内，每年收取费用最高额不超过

人民币100万元（占本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281.81亿元的0.003%）。 

（4）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生效。 

（5）协议期限从 2014年 1 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 

 

2、与武平紫金水电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 

（1）存款服务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武平紫金水电在紫金财务公司账户上的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

过10,000万元人民币（含存款利息）（占本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281.81亿元

的0.35%）。紫金财务公司提供存款服务时，存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

类存款利率。紫金财务公司将严格执行银监会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有关政策，以保证

武平紫金水电的资金安全。 

（2）贷款业务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紫金财务公司向武平紫金水电提供日贷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10,000万元的（含贷款利息）（占本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281.81亿元的

0.35%），紫金财务公司根据有关规定、自身资金状况和武平紫金水电的生产经营状况

决定并按另行订立的贷款协议向武平紫金水电提供贷款，紫金财务公司收取的贷款利

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及紫金财务公司有关规定执行。 

（3）结算业务 

武平紫金水电在紫金财务公司开立结算户，紫金财务公司为武平紫金水电提供付

款服务和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提供上述结算服务收费按

有关规定收取，不低于其他成员单位收费标准，在协议有效期内，每年收取费用最高

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占本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281.81亿元的0.003%）。 

（4）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生效。 

（5）协议期限从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为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是紫金财务公司的日常业务，紫金

财务公司与汀江水电和武平紫金水电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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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平合理原则，有利于充分发挥财务公司资金融通等功能，提高财务公司整体资金

使用效益，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

易均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其它股东利益的行为，对交易双方及本公司的全体股东都是有益的。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3、《金融服务协议》。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