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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关联交易完成

情况和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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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关于2018年度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测的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公司所处地理位置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同时集团公司及其

子公司拥有储量丰富的矿山资源和完善的采选系统以及建设、维修、

综合服务系统，导致本公司在原主材料的采购、产品销售及基建、维

修、综合服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企业发生大量关联交易，

该等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经营成本、收入和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如交易附加条件等）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关于2018年度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测的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联方董事李德刚、王胜平、石凯、刘振刚、李

晓、张小平、宋龙堂、翟金杰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



意见如下： 

公司在2018年度根据生产经营需要，与关联方进行了必要的日常

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情况。公司做出的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数据较为科学，准确。

公司董事会从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出发，依据“公开、公正、公平”的

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了公允的关联交易价格,能够保证公

司的利益和股东的权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2018年度关联采购及 2019 年预计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预计发生额 2018 年实际发生额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

工有限公司 
焦炭 321,000.00 408,030.12 

包头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铁矿石、白灰、辅材、修理

费 
320,000.00 316,171.57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焦煤、蒙煤、废钢、铁精粉、

辅材、收购款 
188,000.00 188,158.31 

包钢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铁精矿、焦煤、蒙煤 183,000.00 183,899.74 

包钢集团国际经济贸

易有限公司 
材料款、代理费、矿石 103,000.00 103,585.29 

包头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土地租赁费、诉讼费、保险

费、离退养人员服务费 
68,000.00 67,939.49 

乌拉特中旗丰达贸易

有限公司 
蒙古煤 66,000.00 66,949.22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

公司 
运费、检修费 54,000.00 54,771.53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 
铁精矿、运费 43,000.00 43,570.83 

包头钢铁（集团）铁

捷物流有限公司 
运费、合金 34,000.00 34,176.35 

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

限公司 

材料款、工程款、检修费、

废钢、运输费 
24,000.00 24,934.01 

包钢集团冶金渣综合

利用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废钢、运费、铁精矿 19,000.00 19,720.95 

包钢（乌兰察布市）

普华实业有限公司 
铁精矿、运输费 16,000.00 16,123.10 

包钢冀东水泥有限公

司 
水泥款、运费、废钢 8,000.00 8,096.29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

司 

检修费、工程款、备件、废

钢、校表费 
7,000.00 7,786.32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

限公司 

通勤费、住宿费、租车费、

餐饮、印刷费、辅助材料 
6,000.00 6,289.27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 
维修费、备件 4,900.00 4,936.22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铁精矿、运费 3,800.00 3,865.77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 
材料款 3,200.00 3,256.17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

司 
绿化费、运费、维检费 3,100.00 3,183.24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工程款、评估测量费 2,700.00 2,749.32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

造有限公司 
备件、维修费、动力费 2,300.00 2,327.77 

包钢集团宝山矿业有

限公司 
材料款、备件款、租赁费 2,200.00 2,209.72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耐火材料 1,600.00 1,645.54 

内蒙古包钢钢联物流

有限公司 
运费 1,500.00 1,579.02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修理费、设计费 1,500.00 1,559.46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防

水防腐特种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款、检修费 1,500.00 1,519.47 

包钢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劳务费、维检费 830.00 828.09 



包钢中铁轨道有限责

任公司 
修理费、运费、废钢 700.00 716.66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

有限公司 
工程款、维修费、劳务费 600.00 608.27 

内蒙古铁花文化产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租车费、培训费、服务费、

餐费、办公费 
500.00 508.30 

包头市冶通电信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及设备款、维检费 470.00 477.20 

包头市汇鑫嘉德节能

减排科技有限公司 

污泥款、检修费、含铁尾泥

款 
390.00 397.01 

包钢万开环保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材料款 360.00 367.13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

任公司 
电话费、工程款、服务费 350.00 353.72 

包头市诚信达工程咨

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服务费、工程款、监理

费 
350.00 349.83 

内蒙古希捷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化电 340.00 346.00 

包钢集团工业与民用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材料费、修理费、

租赁费 
270.00 277.26 

内蒙古博广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备件 200.00 214.60 

包钢集团鹿畅达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 
仓储费 140.00 145.82 

包钢育欣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修理费 120.00 126.32 

包头市铁卫安防有限

责任公司 
修理费、劳务费 110.00 109.08 

包头钢铁（集团）环

境监测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监测费 130.00 138.81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院 检修费 27.00 27.80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化检费 24.00 24.14 

包钢惠客连锁超市有

限责任公司 
职工福利费 20.00 21.33 

内蒙古森鼎环保节能

股份有限公司 
备件款 19.00 19.52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

限公司 
废钢 18.00 18.00 

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

金有限公司 
废钢 14.00 14.39 

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废钢 12.00 12.53 



包头市绿冶环能技术

有限公司 
检测费 5.00 5.20 

包头瑞鑫稀土金属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废钢 4.00 4.09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

责任公司 
材料款 3.00 3.88 

内蒙古包钢西创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检修费 1.00 1.46 

合计  1,494,307.00 1,585,150.53 

2、2018年度关联销售及 2019 年预计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预计发

生额 

2018年实际发

生额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稀土精矿、动力费 252,000.00 399,067.34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 焦煤、板材 356,400.00 355,279.30 

包港展博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钢材 320,000.00 319,184.09 

包头钢铁（集团）铁捷物流有限公

司 
钢材 164,000.00 163,723.43 

包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110,000.00 109,427.02 

北京包钢新源科技有限公司 钢材 65,400.00 65,308.83 

包钢集团鹿畅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运输费、动力费 15,500.00 15,498.37 

包钢中铁轨道有限责任公司 钢轨、动力费 15,300.00 15,255.48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动力费、设备租赁费 13,600.00 13,561.47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动力费 4,700.00 4,728.48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材、动力费 4,500.00 4,444.44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材料款、动力费 2,500.00 2,494.21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款、动力费、租赁费 2,200.00 2,128.32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动力费、校表费 1,400.00 1,360.59 

包钢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运输费、动力费 1,300.00 1,304.89 

包钢集团宝山矿业有限公司 辅助材料、动力费 650.00 634.42 



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动力费、计仪费、化检费 320.00 310.11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动力费、钢材 220.00 218.84 

包头市汇鑫嘉德节能减排科技有限

公司 
动力费、化检验费 180.00 182.66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动力费、计仪费 170.00 167.98 

包钢集团冶金渣综合利用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材料款、动力费 160.00 162.56 

北矿磁材（包头）有限公司 燃料动力、废钢 125.00 124.64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动力费 110.00 111.42 

内蒙古铁花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动力费 80.00 80.08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动力费 80.00 75.14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动力费 70.00 70.53 

包钢万开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动力费、化检验费 30.00 30.22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动力费 20.00 18.96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动力费、材料款 18.00 18.09 

内蒙古包钢钢联物流有限公司 动力费 14.00 14.44 

包钢恒之源新型环保建材制品有限

责任公司 
动力费 14.00 13.44 

内蒙古森鼎环保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动力费 9.00 8.98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服务费 6.00 6.17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水电费 3.00 3.41 

包头市诚信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

任公司 
动力费 3.00 2.34 

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 
圆钢 2.00 1.85 

包钢育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动力费 2.00 1.42 

包钢集团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电费、租赁费 0.30 0.26 

包钢集团大型土石方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电费 0.30 0.22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培训费 0.20 0.13 

合计  1,331,086.80 1,475,024.57 

3、2018年度其他费用及 2019 年预计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服务项目 
2019 年预计发

生额 

2018年实际发

生额 
定价原则 

1 

集团公司 

医疗卫生服务费 700.00 1,482.04 协议价 

2 食堂浴池服务费 4,500.00 4,537.55 协议价 

3 员工培训费 3,100.00 3,100.69 协议价 

4 安全交通保卫费 4,800.00 4,725.88 协议价 

5 道路绿化费 6,100.00 6,070.41 协议价 

6 离退休人员服务费 1,300.00 1,221.00 协议价 

7 财产保险费 4,200.00 4,198.44 协议价 

 
综合服务费合计 24,700.00 25,336.01 

 

4、关联托管情况 

委托方名称 
受托方名

称 

受托资

产类型 

受托起

始日 

受托终

止日 

托管收益定

价依据 

本期确认的托

管收益 

北京利尔高温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本公司 股权 
2017年9

月 1日 

2022年9

月 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2012年9月10日，本公司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关于《合资设立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协议

书》”及“《包钢炼钢厂、薄板厂、炼铁厂整体承包合同书》”之补充

协议，通过上述补充协议约定以2012年8月31日为合资公司实施股东

单方管理的财务决算基准日，自2012年9月1日，本公司对内蒙古包钢

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实质性控制。 

5、关联租赁情况 

（1）公司出租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9 年预计发生额 2018年实际发生额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

工有限公司 
厂房、机器设备 22,749.36 22,749.36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

工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 598.85 598.85 

合计  23,348.21 23,348.21 

本公司与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庆华”）

签订《资产租赁协议》，本公司将拥有所有权的厂房、机器设备、设

施等租赁给包钢庆华使用。厂房地址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先锋镇

黑柳子村，机器设备、设施清单由本公司拟定后交包钢庆华确认。租

赁期限：租赁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租赁期限届满，

2019年本公司与包钢庆华续签了《资产租赁协议》，租赁期限自2019

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2）公司承租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9 年预计发生额 2018年实际发生额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土地使用权 62,266.20 62,266.20 

合计  62,266.20 62,266.20 

6、其他关联交易 

本公司2018年12月31日存入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存款

余额391,172.27万元，本期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给本公司

存款利息872.40万元，我公司支付给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拆

借利息9,270.51万元。 

本公司2018年度向母公司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期

末余额219,801.18万元，支付借款利息合计39,047.93万元。 

预计2019年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我公司的存贷款利息



11900万元，预计向母公司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借款

利息3500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本企业的母公司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万元) 

母公司对

本公司持

股比例% 

母公司对

本公司表

决权比例% 

包头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 

钢铁制品、机械设

备、稀土产品 
1,477,576.30 54.66 54.66 

2、本企业的子公司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子公司名称（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主要经营范围 

内蒙古包钢还原铁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乌拉特前旗 
生产销售 49,803.03 

氧化球团及直接还原

铁的生产、销售、储

存、运输；铁矿石采

选；生产所需辅料的

精选、预处理及制备 

包钢汽车专用钢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包头市 
钢材销售 1,000.00 钢材的销售 

鄂尔多斯市包钢首瑞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钢材销售 15,000.00 

钢材剪切、加工、销

售 

河北包钢特种钢销售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 

馆陶县 
钢材销售 2,000.00 

钢材、建材销售，物

流信息及营销信息咨

询服务 

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

料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包头市 
生产销售 15,000.00 耐火材料生产、销售 

BAOTOUSTEEL 

(SINGAPORE)PTE.,LTD 
有限责任公司 新加坡 钢材销售 300.00（美元） 

钢材的销售、进出口

贸易 

包钢集团固阳矿山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矿山品生

产销售 
13,283.20 

矿石开采、加工、矿

山品销售等 

内蒙古包钢金属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包头市 
生产销售 1,000,000 

金属冶炼；轧制及延

压加工产品、焦炭及

焦化副产品、化工产

品 

续： 



子公司名称（全称） 
持股比例

（%） 

表决权比

例（%） 
期末实际出资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合并 

内蒙古包钢还原铁有限

责任公司 
91.97 91.97 45,803.03 91150823695915193K 是 

包钢汽车专用钢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70.00 70.00 700.00 91150203573262948G 是 

鄂尔多斯市包钢首瑞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 
51.00 51.00 7,650.00 91150602585193476H 是 

河北包钢特种钢销售有

限公司 
51.00 51.00 1,020.00 91130433575524948L 是 

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

料有限公司 
50.00 100.00 7,500.00 91150291575696424Y 是 

BAOTOUSTEEL 

(SINGAPORE)PTE.,LTD 
51.00 51.00 153.00(美元) 201231409W 是 

包钢集团固阳矿山有限

公司 
100.00 100.00 46342.77 911502227201142765 是 

内蒙古包钢金属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 100.00 1,000,000 91150203MAOPUBJY2Y 是 

注1：2012年9月10日，本公司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关于《合资设立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

协议书》”及“《包钢（集团）公司炼钢厂、薄板厂、炼铁厂整体承包

合同书》1之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对合资公司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

料有限公司的管理模式由合资双方共同管理调整为本公司对合资公

司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全面管理的单一股东管理

模式。 

上述补充协议约定，在股东会、董事会的决策部署和监事会监督

下，合资公司由管理方（“本公司”）实施管理，股东会及董事会对本

公司在符合合资协议、承包合同、本次补充协议的前提下，所提出的

意见、建议及方案等保证通过，形成有效决议；合资公司实施单方管

理模式的管理期限为每届5年，首期管理期限为两届共10年，10年期

满后，合资双方根据合资公司的经营业绩重新确定管理方。 



本公司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上述补充协议约

定以2012年8月31日为合资公司实施股东单方管理的财务决算基准日，

自2012年9月1日，本公司对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实

质性控制。 

注:2：2013年4月本公司与北京特冶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

协议书，双方共同出资10,000万元投资设立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本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5,100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51%,乙方以货币资金出资4,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2013

年7月25日，双方按照公司章程的约定缴纳首次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

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核准取得注册号为

110107016132723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共计5名，

其中本公司派出3名，北京特冶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派出2名，根据公司

章程约定，董事会会议决议需经全体董事过65%通过方才生效，本公

司董事会成员占全体董事比例的60%，因此未实现对北京包钢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本次不纳入合并范围。 

3、本企业的合营和联营企业情况 

被投资单

位名称 

企业

类型 

注册

地 

法定代

表人 

业务性

质 

注册资

本(万

元) 

本企业

持股比

例(%) 

本企业在

被投资单

位表决权

比例(%) 

年末资产总额

(万元) 

年末负债总

额(万元) 

年末净资产

总额(万元) 

本期营业收

入总额(万

元) 

本期净利

润(万元) 

合营企业 

包钢中铁

轨道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

公司 

包头

昆都

仑区 

田霞 

焊接钢

轨的对

外销售 

25,000 50 50 50,735.90 16,336.44 34,399.46 27,050.50 3,069.71 

北京包钢

金属材料

有限

公司 
北京 赵殿清 

钢材销

售 
10,000 51  11,014.19 793.49 10,220.70 6,036.16 172.47 



有限公司 

 

内蒙古包

钢庆华煤

化工有限

公司 

有限

公司 

巴彦

淖尔

市 

石正国 

焦炭的

生产、销

售 

94,000 50  102,599.54 75,995.22 26,604.32 457,925.23 55,034.91 

联营企业             

包钢集团

财务有限

公司 

有限

公司 

包头

昆都

仑区 

谢美玲 

现代银

行部分

职能 

100,000 30 30 1,110,790.95 940,420.64 170,370.31 24,123.32 16,477.51 

4、本企业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希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钢铁（集团）环境监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瑞鑫稀土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瑞科稀土冶金及功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冶金渣综合利用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鹿畅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巴彦淖尔普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北矿磁材（包头）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院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森鼎环保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大型土石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博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防水防腐特种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市冶通电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港展博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50%股权股东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联营单位 

包钢集团宝山矿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市新远净水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铁新物流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8.03%股权股东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乌兰察布市）普华实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乌拉特中旗丰达贸易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育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市诚信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稀土研究院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冶金炉修理厂（分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万开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市绿冶环能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包钢西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希苑稀土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工业与民用建筑公司健民饮料分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恒之源新型环保建材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集团星原实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钢惠客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天津绥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内蒙古铁花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钢铁（集团）铁捷物流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包头市铁卫安防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北京包钢新源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根据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的相关关联交易协议，各方本着自

愿、平等、互惠互利平等、公允的基础上进行协商。该等关联交易事

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关联方的利益。本公司

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正常的价格向本公司

提供产品或服务。根据本公司各项有效的关联交易协议，公司与各关

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 

(1)国家规定的以规定为准，无规定的以市场价为准。 

(2)劳务、服务费用定价原则： 

国家、自治区、包头市政府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的费率收取； 

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规定了指导价的，按该指导价确定价格； 

既无国家定价，也无国家指导价的，按可比的市场价格确定价格。 

可比的市场价格的，按构成价格（即提供服务方合理成本费用加



上合理利润构成的价格）收取。 

对于执行市场价格的关联交易，交易双方应随时收集交易商品市

场价格信息，进行跟踪检查，并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及时对关联

交易价格进行调整；当交易的商品或劳务服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和政

府指导价时，交易双方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签定相关的关联交易

协议，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同时，本公司与关联方购销业务往

来中，保留向第三方采购和销售的权利。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影响 

由于本公司所处地理位置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同时集团公司及其

子公司拥有储量丰富的矿山资源和完善的采选系统以及建设、维修、

综合服务系统，导致本公司在原主材料的采购、产品销售及基建、维

修、综合服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企业发生大量关联交易，

该等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经营成本、收入和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联采购方面，公司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料铁矿石主要由集团公司

及其子公司提供；其供给的原料质量稳定，且运输费和库存费用低，

保证了公司的原料供应、降低了公司的采购成本，有利于公司的稳定

经营；集团公司利用其已有的完善的原料采选和供应系统，为本公司

供应原主材料，是公司正常稳定生产和持续经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关联销售方面，集团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基建技改所需钢材基本

由本公司供给。每年发生的交易占本公司全部产品收入的5%左右，是

公司最稳定的客户，同时为集团公司节约了采购费用，也为公司节约

了经营费用。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用本公司已有的能源动力供



应网络，购买和使用本公司水、电、风、气等能源动力，既形成了本

公司稳定的客户，使公司剩余的能源动力得以销售，也降低了其自身

的采购成本。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利用其完善的设备、设施

和技术手段，为公司提供运输、基建、维护、检化验和后勤等综合性

服务，长期以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序进行，既避免了公司重复建

设的投资负担和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的缺点，也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

使公司能够将有限的资金、人才投入到主营业务中。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2007年7月1日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和集团公司形成

新的关联交易，为规范关联交易，本公司于2006年10月31日与集团公

司签署了《主要原辅料供应协议》、《综合服务协议》、《商标转让协议》、

《专利转让协议》，补充和修改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综合服

务协议》，并终止了《铁水购销协议》、《原料购销协议书（钢坯）》、

《原料购销协议书（钢材）》、《原辅料购销协议书》、《能源供应协议》、

《钢材销售合同（集团）》、《进出口代理协议》、《维修合同》、《运输

及检化验合同》。同时根据集团公司自身特点和管理要求，本公司需

与集团公司所属子公司签署的关联交易，均由各子公司出具《委托函》，

委托集团公司代理与本公司签署相关关联协议。2009年，根据本公司

购入的部分铁精矿需要再选再磨的实际情况，又与集团公司新签订了

《委托加工协议》。2011年6月，公司在完成收购天诚线材资产后，与

集团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2013年3月，公司在完成收



购巴润矿业资产后，与集团公司签署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与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稀土精矿供应合

同》，并终止《矿浆供应合同》；2017年终止与包钢集团签署的《铌选

矿浆供应合同》。2018年废止与包钢集团签署的部分土地使用权租赁

协议，并新签《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相关关联交易价格按新签订

的关联交易协议执行，新签、补充和修改的相关关联交易协议如下：          

①《主要原辅料供应协议》    

②《综合服务协议》 

③《土地租赁协议》 

④《委托经营协议》 

⑤《资产租赁协议》 

⑥《焦炭采购协议》 

⑦《金融服务协议》 

⑧《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⑨《稀土精矿供应合同》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主要原、辅料供应协议 

供应的主要原、辅料 

集团公司保证将依照本公司发出的订单向本公司供应主要原、辅

料包括铁矿石、生石灰、白灰、轻烧白云石、石灰石、白云石粉，但

本公司所订购的主要原、辅料品种必须为集团公司现生产（或所能生

产）的品种。集团公司在满足第三方的需求前必须确保优先向本公司



供应主要原、辅料，若本公司要求供应的主要原、辅料的数量超出集

团公司届时的生产能力，集团公司不必亦无义务向本公司提供超出部

分的主要原、辅料。就主要原、辅料供应而言，在任何特定期间内，

本公司没有义务向集团公司保证满足任何最低购买量；且本公司将有

权于任何时刻向任何第三方采购主要原、辅料。在不超出其生产能力

的前提下，集团公司必须维持足够的生产以确保可以满足本公司对主

要原、辅料供应的需求。在未获本公司书面同意前，集团公司不得随

意终止生产任何本协议约定供应的为本公司所必需的主要原、辅料品

种。 

规格及要求 

本公司要求集团公司提供主要原、辅料供应时，必须在有关的订

单中明示所需主要原、辅料的品种、规格。集团公司必须严格地按照

本公司注明的品种、规格供应主要原、辅料，并确保其供应的主要原、

辅料符合本公司订单的要求。 

价格确定原则 

铁矿石：交易价格以市场价为基础，参照品位、加工难度等因素

由双方协商确定。生石灰、白灰、轻烧白云石、石灰石、白云石粉：

交易价格按照区内采购的市场价格执行。上述价格均包括集团公司将

主要原、辅料运至确定的交货地点而发生的传输、吊装、力资等运输

费用。 

订购 

本公司可按其需要向集团公司发出订单以订购主要原、辅料。订



单须以书面形式发出。其内容须包括主要原、辅料的种类、品种、规

格、品质要求、数量及本公司收货代表的身份。集团公司须于收到本

公司订单之后5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回复本公司，除确认接受订单

内的各项条款外，还需注明每类主要原、辅料品种的供售价。本公司

接获集团公司回复后5个作日内，若并无书面通知集团公司作任何更

改，则该订单将自动落实。鉴于不同品种主要原、辅料的不同生产周

期，本公司在订购时应给予集团公司充分的事前通知。就此，本协议

双方同意在本条第（二）项规定的订单自动落实后起，至本公司向集

团公司发出的书面订单订购的主要原、辅料的生产周期期限届满前，

集团公司无须向本公司交货。在有关期限届满后，集团公司须按事前

与本公司商定的安排向本公司按订单要求交货。 

交货地点 

根据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不同，双方同意主要原、辅料的交货

地点按下列约定确定：铁矿石为本公司指定的交货地点。生石灰、白

灰、轻烧白云石、石灰石、白云石粉的交货地点为本公司使用单位。 

质量检验 

在交货时集团公司需同时递交品种、规格、化学成分等相关参数，

如经本公司检验发现有不符合订单品种、规格、化学成分的货品时，

本公司可于交货后10日内书面向集团公司提出拒收，经集团公司检验

部门确认并即时通知本公司办理有关处置手续，一切检验应按国家有

关标准进行。如检验后发现有不符合品质规格要求的主要原、辅料，

本公司有权拒收，拒收部分的货款将无须支付。此外，若本公司在加



工过程中发现有任何主要原、辅料不符合品质规格要求者，可退还给

集团公司。就该等被退还的主要原、辅料，集团公司须在本公司发出

通知后30日内付还给本公司相等于该等被退还的主要原、辅料供售价

格的款项；过期未付的，本公司可于应付但未付给集团公司的任何其

他主要原、辅料货款中将其扣除。就上述被拒收的主要原、辅料而言，

若双方同意，可按双方临时协商议定的较低价格将其售予本公司。 

计量 

铁矿石的计量按照实际过磅称重。生石灰、白灰、轻烧白云石、

石灰石、白云石粉的计量按照实际过磅称重。 

结算 

集团公司所供应的每批次主要原、辅料在完成交货、质量检验、

计量工作后，应向本公司发出付款通知。在本公司收到集团公司就本

公司供应的主要原、辅料送交的有关付款通知后，本公司须于当月月

底结算完成后10日内将有关货款付清，同时定期与集团公司针对理论

重量与实际重量之间的量差进行清理结算。本公司如有对任何主要原、

辅料的质量发生质疑，则在该等质疑按第七条规定解决以前，本公司

有权对质疑部分的主要原、辅料货款实行拒付；拒付形式可采取对日

后提供货品的等额货款实行留扣（指相关部分的金额而言）。 

生效、期限及终止 

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将持续有效。本协议仅可在下列情况下终

止：1.本公司事先提前不少于30天向集团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协

议；2.集团公司和本公司以书面形式同意终止本协议。 



②综合服务协议 

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协议服务按如下原则确定收费标准 

回收废钢：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废钢，双方同意按市场

价格确定。 

备品备件：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由集团公司自加工的备

品备件服务，双方同意按上一年度集团公司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种类

备品备件的价格确定。 

支持性服务 

运输：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公路、铁路运输，双方同意，

按市场价格确定。 

维修、维护：对于本公司不能自行完成的维修、维护工作，集团

公司同意提供维修、维护服务，收费参照向独立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

费标准，根据工作难度、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劳务：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劳务服务，双方同意按包头

市的市场价格确定。 

通讯：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通讯服务，双方同意按包头

市的市场价格确定。 

设计：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设计服务（包括咨询与技术

服务），收费参照向独立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根据工作难度、

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供暖：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供暖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

价格确定。 



印刷品：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印刷品服务，双方同意按

市场价格确定。 

住宿：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住宿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

价格确定。 

租车：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租车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

价格确定。 

医疗：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医疗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

价格确定。 

爆破：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爆破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

价格确定。 

检测：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检测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

价格确定。 

有关款项的代收代缴：对于本公司应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排污费、

人防费，双方同意由集团公司按照国家及地方标准代收代缴，并不收

取任何服务性质的手续费或其他费用。 

其他：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其他综合服务（包括但不限

于员工培训、消防、交通、绿化、卫生与安全保卫等），双方同意按

市场价格确定。 

进出口代理：在本公司取得进出口经营权之前，本公司的进出口

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矿石、设备、钢材等）由集团公司代理完成，所

涉业务依正常商业行为处理，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支付代理业务合同金

额的2%作为代理费。本公司取得进出口经营权后，有权通知集团公司



终止代理关系；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非独家代理机构，本公司有权选

择独立第三方完成代理业务。 

其他辅料——包括但不限于化工材料（胶、油漆等）；火工材料

（炸药、雷管等）；建筑用料（木材等）等：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

提供的其他辅料，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协议服务按如下原则确定收费标准 

原材料、辅助材料供应服务 

铁水：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铁水，双方同意按

市场价格确定。 

连铸小方坯：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连铸小方坯，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方钢：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方钢，双方同意按

市场价格确定。 

初轧坯：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初轧坯，双方同

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矩型坯：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矩型坯，双方同

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废钢、废材：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废钢、废材，双方同

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焦炭：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焦炭，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

购价格的1%作为收取代理采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合金、有色材料：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合金、有色材料，



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1%作为收取代理采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非金属原料：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非金属原料，双方同

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1%作为收取采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备件、辅助材料：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备件、辅助材料，

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1%作为收取代理采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公用事业服务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氧气、氮气、氩气、空气、焦炉煤

气，双方同意按实际生产成本加5%毛利确定；蒸汽、生活水、新水、

回用水、澄清水、热水、电等公用事业服务，双方同意按政府定价加

转供成本确定；动力煤，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1%收取代理采

购费用。 

支持性服务 

铁路运输及劳务：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

双方同意按国家铁道部铁路运输收费标准确定；劳务费按照向独立第

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根据工作难度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计量：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计量服务，双方同意按行业

计量收费标准确定。 

化检验：对于集团公司不能自行完成的化检验，本公司同意提供

化检验服务，所需费用按政府定价执行；如无政府定价，收费参照本

地区提供相同或类似化检验服务的行业价格，根据工作难度、工作时

间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维修维护服务：对于集团公司不能自行完成的维修维护服务，由



本公司提供该服务，所需费用按政府定价执行；如无政府定价，收费

参照本地区提供相同或类似维修维护服务的行业价格，根据工作难度、

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其他约定 

就协议服务所支付的价格应为：如存在政府定价，则为政府定价；

如无适用的政府定价，则为该协议服务的市场价格；如无适用的市场

价格，则为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其他双方约定

的价格。 

结算方式 

集团公司向包钢股份提供的经常性服务项目及包钢股份向集团

公司提供的钢坯、水、电、气、蒸汽、煤气等，由双方协商后定期结

算。对于非经常性服务项目，由双方参照有关服务的商业惯例商定。

对于定期调整价格的服务，如价格尚未调整，先按原定价格付款，在

价格确定之后，双方按有关价款进行结算。 

③土地租赁协议 

根据本公司与集团公司2013年3月20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

协议》规定，本公司由于收购巴润矿业资产承租集团公司土地共7宗，

土地使用权证面积共计1,450,432.3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租金价格为：

每平方米4元，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580.17万元。租赁期限自

《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生效之日起20年届满，租金价格调整幅度，

可以每三年一调，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30%，本公司于租赁期内每

年6月30日前和12月31日前分别向集团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二分



之一年租金。 

本公司于2015年5月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收购包

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拥有的选矿

相关资产、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及尾矿库资产，

收购完成后，上述资产使用的土地将通过租赁等方式取得，本公司与

集团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现涉及以下土地使用权；协

议第一条第三款涉及的宗地编号分别为【2013】001及【2013】007，

用途均为工业用地，位于白云鄂博矿区三角河处及距城区西北4公里

处，面积共计2,399,408.40平方米。 

租赁费用如下：本协议第一条第三款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年租金价

格为4元/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为9,597,633.60元。对于租

金价格调整幅度，可以每三年一调，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30%，但

遇国家土地租赁政策、税收政策发生变化，可以不受三年调整之限。

租赁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0年届满，发生本协议规定的提前终止

的情形除外。 

根据与集团、宝山矿业公司2017年8月签订《土地、房屋租赁协

议》规定，本公司由于收购白云鄂博矿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承租集团拥

有使用权的与稀土、铌选生产线相关的道路用地、绿化用地及预留用

地，面积为176,990.00平方米，承租宝山拥有所有权的与稀土、铌选

生产线相关的厂房、办公楼等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租金价格为：每平

方米5元，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88.495万元，办公楼、厂房租

赁费用为每年1,215.00万元。 



租赁期限自本公司收购白云鄂博矿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与稀土、铌

选生产线有关资产交割日起，至本公司完成对该部分资产所涉及的厂

房、土地拥有所有权/使用权的收购完成，但发生本协议规定的提前

终止的情形除外。 

根据本公司与集团公司2017年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规定，本

公司承租集团公司位于白云区和固阳县的巴润矿业和固阳矿山公司

使用的土地，土地使用权证面积共计43,687,595.80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租金价格为：每平方米5元，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

21,843.80万元。租赁期限自2017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止，在

租赁期间，如购买集团上述租赁土地，双方另行协商租赁终止事宜。 

根据本公司与集团公司2019年2月14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

协议》，本公司租赁集团公司面积为24,259,187.5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权（厂区），租赁期限自2018年1月1日到2023年12月31日，年租金为

38,092.23万元。 

④委托经营协议 

2012年9月10日，本公司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关于《合资设立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协议

书》”及“《包钢炼钢厂、薄板厂、炼铁厂整体承包合同书》”之补充

协议(以下简称“委托经营协议”)，双方约定对合资公司内蒙古包钢

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的管理模式由合资双方共同管理调整为本公

司对合资公司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全面管理的单

一股东管理模式。 



上述补充协议约定，在股东会、董事会的决策部署和监事会监督

下，合资公司由管理方（“本公司”）实施管理，股东会及董事会对本

公司在符合合资协议、承包合同、本次补充协议的前提下，所提出的

的意见、建议及方案等保证通过，形成有效决议；合资公司实施单方

管理模式的管理期限为每届5年，首期管理期限为两届共10年，10年

期满后，合资双方根据合资公司的经营业绩重新确定管理方。 

本公司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上述补充协议约

定以2012年8月31日为合资公司实施股东单方管理的财务决算基准日，

自2012年9月1日，本公司对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实

质性控制。 

⑤资产租赁协议 

本公司2018年与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

钢庆华”）签订《资产租赁协议》，本公司将拥有所有权的厂房、机器

设备、设施等租赁给包钢庆华使用。厂房地址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先锋镇黑柳子村，机器设备、设施清单由本公司拟定后交包钢庆华

确认。租赁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租赁期内，包钢庆华每月应支付的租赁费用为1,895.78万元，并

根据双方约定的日期向包钢股份指定的账户支付相应的租金。如需对

租金进行调整，双方可另行协商。租赁期间，协议资产的使用、保养、

维修管理等，均由包钢庆华自行负责，一切维修保养费用均由包钢庆

华承担。在租赁期限内因占有、使用协议资产获得的收益，归包钢股

份所有。 



⑥焦炭采购协议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合营公司，本公司生

产过程中需要焦炭做为原料。本公司可按需要向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

工有限公司发出订单以订购焦炭。订单须以书面形式发出。其内容须

包括焦炭的品种、规格、品质要求、数量及本公司收货代表的身份。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须于收到本公司订单之后5个工作日，

以书面形式回复本公司，除确认接受订单内的各项条款外，还需注明

焦炭品种的供售价。在本公司接获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回

复后5个工作日内，应以书面通知回复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

司。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保证将依照公司按本协议约定

发出的订单向本公司供应焦炭。按本公司订单计划确保优先向本公司

供应焦炭，在未满足向本公司的供货要求的情况下，不得向任何第三

方供应焦炭。在不超出其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

有限公司必须维持足够的生产以确保可以满足本公司对焦炭供应的

需求。在未获本公司书面同意前，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不

得随意终止生产本协议约定供应的为本公司所必需的焦炭品种。 

本公司要求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焦炭供应时，必

须在有关的订单中明示所需焦炭的品种、规格。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

工有限公司必须严格地按照本公司注明的品种、规格供应焦炭，并确

保其供应的焦炭符合本公司订单的要求。双方同意焦炭的交货地点为

本公司使用单位，焦炭的计量按照实际过磅称重。 



交易价格按照采购时的市场价执行。上述价格包括内蒙古包钢庆

华煤化工有限公司将焦炭运约定所确定的交货地点而发生的传输、吊

装、力资等运输费用。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所供应的每批次焦炭在按照本

协议规定的程序完成交货、质量检验、计量工作后，应向本公司发出

付款通知。在本公司收到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就向本公司

供应的焦炭送交的有关付款通知后，本公司须于当月月底结算完成后

10日内将有关货款付清，同时定期与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

针对理论重量与实际重量之间的量差进行清理结算。 

⑦金融服务协议 

根据本公司于2012年9月与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该协议于2016年已到期，

2017年公司与包钢财务公司续签了《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三年，

财务公司在依法核准的业务范围内，本公司愿意选择由财务公司依法

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双方的金融业务合作为非排它性合作，本公司

有权自主选择、决定金融业务的开展。 

在中国银监会核准的财务公司依法开展的业务范围内，双方开展

以下金融服务业务： 

结算业务，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结算帐户，并签订开户、网上结算协议，

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收款、付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

辅助服务。提供上述结算服务，财务公司收费不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



同时也不高于其向其它公司开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代理保险业务。 

代理费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标准收取，中国保监会没有规定的按

同业水平收取，同时也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它公司开展同类业务的收

费水平。 

存款业务。 

按照“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存

款服务，本公司及其所属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应不低于中国人

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基准利率，不低于同期国内主

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也不低于财务公司向包钢集团成员

单位提供存款业务的利率水平。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业务按照存

款余额每日最高不超过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金

额的5%且不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货币资金总额的50%

的原则确定。本公司每日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不得超过财务公司向

本公司发放的每日贷款余额。 

票据承兑、贴现和提供担保等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由双方按照公允、公平、自主、自愿的原则协商办

理，费率或利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国家没有规定的，按照不高

于同业水平执行，同时也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它公司提供同类业务的

收费水平。 

财务、融资顾问业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办理上述业务，财务公司收费不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同时也不



高于其向其它公司开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贷款业务。 

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发放贷款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

的基准贷款利率适当下浮执行，且贷款利率将不高于同期国内主要商

业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同时，不高于其向包钢集团成员单位同种类贷

款所定的利率。 

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上述金融服务业务的开展，可根据双方业务的实际，本公司有权

查验财务公司是否具有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等相关证照；有权自愿选择、自主决定与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本

公司有权要求财务公司建立保证本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控制体系和

制度、资金运行系统、提供或说明与履行本协议有关的经营数据、风

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以及其他需要了解或说明的情况。本协议有

效期内，本公司有权选择其他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本公司有权定

期取得乙方的财务报告，并定期（半年或一年）指派专门机构和人员

对存放于乙方的资金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和监控。 

⑧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自2013年9月起，本公司将依法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给内

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庆华”）使用。共涉

及国有土地使用权3宗，该土地位于乌拉特前旗先锋镇黑柳子村，土

地使用证号分别为乌前旗国用（2013）第40103883号、乌前旗国用

（2012）第40103539号、乌前旗国用（2013）第40103884号，面积共



计1,996,179.88平方米，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实际租赁面积为

1,996,179.88平方米。 

租赁期限届满，2018年本公司与包钢庆华续签了《土地使用权租

赁协议》，租赁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但发生本协

议规定的提前终止的情形除外。如包钢庆华要求续展租赁协议，应在

租赁期限届满前1个月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包钢股份。双方商讨续展租

赁的条款及租金，包钢股份应在15日内对是否同意续展予以书面确认，

如同意续展，应在1个月内向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本协议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年租金价格为：3元/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年租金总额约为598.85万元。遇国家土地租赁政策、税收政策发生

变化，包钢股份可以对租金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包钢庆华在租赁期内

应于次月10日前向包钢股份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上月月租金，租赁期

（包括续展期限）内涉及土地使用权的所有费用及就该土地使用权向

政府或其他监管机关支付的任何其他费用或税款应由包钢庆华承担。 

⑨稀土精矿供应合同 

公司通过收购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宝山矿

业公司的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稀土选矿、铌选矿相关资产，

资产收购完成后，公司具有了开发尾矿资源的能力，鉴于尾矿开发的

主要产品之一为稀土精矿，具备年产30万吨的生产能力。为确保稀土

精矿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公司与中国北方

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稀土精矿供应合同》。 

七、关联交易协议的执行情况： 



2007年7月1日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和集团公司形成

新的关联交易，为规范新的关联交易，本公司于2006年10月31日与集

团公司签署了新的关联交易合同，并对原有的《综合服务协议》、《土

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同时根据集团公司自身特点

和管理要求，本公司需与集团公司所属子公司签署的关联交易，均由

各子公司出具《委托函》，委托集团公司代理与本公司签署相关关联

协议。2009年，根据公司购入的部分铁精矿需要再选再磨的实际情况，

又与集团公司新签订了《委托加工协议》，2015年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集团公司选矿厂、白云鄂博矿产资源综合利

用项目选铁部分及尾矿库已完成，该协议至资产交割完成日起终止执

行。相关关联交易价格按新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执行，新签、补充和

修改的相关关联交易协议如下： 

①《主要原辅料供应协议》 

②《综合服务协议》 

③《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④ 2011年签订《土地租赁协议》 

⑤ 2013年3月16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 

⑥《委托经营协议》 

⑦《焦炭采购协议》 

⑧《资产租赁协议》 

⑨《金融服务协议》 

⑩《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包钢庆华） 



⑪ 2015年12月29日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