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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07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 2021-010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本公司2020年与关联方实

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的基础上,对公司2021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情况预计如下： 

一、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1 年预计额

（万元） 

2020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采购 原料、备件、动力产品、配餐费、其他 酒钢集团 390,000  326,437.61 

采购 原料、运输服务、租赁、维修等 酒钢物流 120,000  95,057.37 

采购 原燃料 华昌源 75,000  64,770.25 

采购 合金、废钢等 宏电铁合金 58,000  54,318.33 

采购 备件、辅助材料、维修、其他 科力耐材 58,000  47,965.57 

采购 动力产品、废钢、检测、其他 宏晟电热 52,000  32,730.93 

采购 原燃料 上海峪鑫 30,000  31,469.31 

采购 
备件、废钢、辅助材料、加工服务、检测

服务、其他 
西部重工 25,000  24,585.25 

采购 
废钢、钢渣、矿料、污水处理、维修、工

程服务、其他 
润源环境 20,000  20,686.43 

采购 原料、耐材 丝路宏聚 20,000  13,960.60 

采购 工程劳务、废钢、设计费、维修费 筑鼎建设 15,000  12,524.35 

采购 材料备件、工程服务、维修费、废钢等 宏联自控 10,000  10,665.38 

采购 废钢、辅材、服务、其他 汇丰工业制品 9,500  8,164.67 

采购 原燃料 上海嘉鑫 7,500  7,491.09 

采购 废钢、铝锭、耐材 东兴铝业 5,000  5,6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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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1 年预计额

（万元） 

2020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采购 原燃料、材料等 上海捷思科 5,000  4,947.73 

采购 合金 嘉利兴 4,500  4,145.19 

采购 辅助材料 兴安民爆 3,500  3,243.71 

采购 配餐费 紫玉酒店 3,500  3,047.19 

采购 防暑降温费、卡点费 宏源实业 1,000  915.96 

采购 工程服务、设计服务、标识牌制作 智美广告 600  597.45 

采购 保险费 吉安保险 600  521.07 

采购 工程劳务 中天置业 500  480.74 

采购 原燃料 天工矿业 500  262.99 

采购 备件、辅助材料 长虹焊接 150  140.36 

采购 体检服务、药品 酒钢医院 200  128.78 

采购 ∕ 合计 915,050  774,924.43 

 

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1 年预计额

（万元） 

2020 年实际发生             

（万元） 

销售 
辅助材料、动力产品、运输、仓储、维修、

租赁、其他 
宏晟电热 50,000  37,672.87 

销售 钢材 华昌源 30,000  31,963.71 

销售 钢材 上海峪鑫 40,000  31,910.54 

销售 钢材、物流服务、辅助材料、租赁等 酒钢物流 30,000  30,484.36 

销售 
辅材、动力产品、钢材、化工产品、维修、

运输等 
科力耐材 25,000  21,415.96 

销售 矿料、焦化产品、钢材、动力产品、其他 西部重工 18,000  18,847.81 

销售 
辅助材料、钢材、动力产品、运输、维修、

检测、其他 
东兴铝业 12,000  16,298.51 

销售 钢材 嘉利兴 30,000  10,828.89 

销售 
废钢、动力产品、辅助材料、矿料、服务

费、运输、其他 
润源环境 10,000  8,566.29 

销售 动力产品、辅助材料、污水处理、其他 酒钢集团 12,000  8,4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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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废钢、辅助材料、钢材、动力产品、其他 汇丰工业制品 10,000  8,266.17 

销售 钢材、辅助材料、仓储、运输、其他 筑鼎建设 6,500  6,332.01 

销售 钢材、动力能源、物流服务等 长虹焊接 6,000  5,182.20 

销售 钢材、检测服务等 上海嘉鑫 5,000  5,116.14 

销售 动力产品、其他 宏汇能源 300  5,023.98 

销售 
辅助材料、钢材、焦化产品、原料、仓储、

检测、运输等 
宏电铁合金 4,500  4,533.87 

销售 辅助材料、仓储、检测、租赁等 宏联自控 50  57.73 

销售 物业服务费 紫玉酒店 30  25.71 

销售 成品油、检测 兴安民爆 5  6.80 

销售 钢材 酒钢职大 5  4.22 

销售 辅助材料、电话费、动力产品、其他 宏源实业 5  3.63 

销售 辅助材料等 酒钢医院 5  2.36 

销售 其他 丝路宏聚 5,000  - 

销售 钢材、其他 中天置业 - 0.10 

销售 ∕ 合计 294,400  251,039.29 

   （二）其他关联交易 

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情况：                                  

单位：万元 

资金 

存放方 

被存放 

单位 

2020 年年末 

存款金额 

2020 年 

利息收入 

2021 年预计 

利息收入 
2021 年预计存款金额 

酒钢 

宏兴 

财务 

公司 

197,078.43 2,600.02  3,000.00  

预计 2021 年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存款账户

日存款额不高于 2020年末经审计货币资金的 50%，

且不高于 2020 年末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5%，即不高

于 20.50 亿元。 

合计 ∕ 197,078.43 2,600.02  3,000.00  ∕ 

二、重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甘肃嘉峪关市雄关东路 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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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得信 

注册资本：1,454,410.95 万元 

经营范围：制造业，采矿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与零售业，住

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与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与娱

乐业（以上属国家专控专卖的项目均以资质证或许可证为准）。 

关联关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嘉峪关市机场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章燎 

注册资本：286,495.68 万元 

经营范围：火电、蒸汽、采暖热水、铁合金产品的生产、销售、科研及科技服务。 

关联关系：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3、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嘉峪关市酒钢冶金厂区 

法定代表人：孔祥锐 

注册资本：37,624.31 万元 

经营范围：冶金成套设备、非标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机械配件加工，

激光加工，冶炼钢锭、铸造件、锻造件、电镀产品制造销售，钢结构件制作，冶金轧

辊、胶辊、橡胶产品、液压元件制造销售，起重设备安装、改造，压力容器的销售，

尼龙制品、玻璃钢制品、复合井圈井盖、（以下不含国家限制经营项目）废金属回收，

机电设备修理；风电设备制造、安装，金属材料销售。 

关联关系：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4、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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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焦家庄 1号 

法定代表人：高兴禄 

注册资本：  71,627.32 万元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再生铝合金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

金属制品、炭素制品，通用零部件的制造及销售，机械修理（不含特种设备），汽车

配件、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国家限制经营的除外）的批发零售。 

关联关系：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5、甘肃酒钢集团科力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甘肃嘉峪关市酒钢冶金厂区 

法定代表人：廖日昌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耐火材料的生产、销售；耐火材料的研发、技术服务，劳务服务，（以

下以资质证为准）种类工业炉窑的砌筑、检修、维护；机电设备安装及钢结构制作。 

关联关系：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上述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关联方资信状况良好。根据其财务及经营状况分析，

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向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支付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6、酒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团结路中广怡景湾 

法定代表人：高欣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财务公司获准从事主要经营业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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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

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从事同业拆借。 

关联关系：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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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是由酒钢集团及其成员单位共同出资成立的，2011 年经中国人民银行

批准设立的、为酒钢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财务公司注册资

本 300,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额为 60,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20%；酒钢集团出

资 189,000万元，出资比例为 63%；宏晟电热出资 48,000万元，出资比例为 16%；甘

肃酒钢物流有限公司出资 3,000万元，出资比例为 1%。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日常交

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不会对本公司形成坏帐损失。 

三、签署关联交易协议情况 

1、《能源供应协议》，约定酒钢集团向本公司保证供应公司所需的电力、热力、

风力和蒸汽，其中，电力价格按按《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电价有关问题

的通知》（“甘发改商价〔2011〕2077 号”）文件的规定执行；热力、风力、蒸汽按单

位生产成本加酒钢宏兴与宏晟电热确认的合理利润为原则确定。双方预计双方之间每

12个月就该交易的金额约为人民币 180,000万元。 

2、《水资源供应协议》，约定酒钢集团应保证酒钢宏兴所需的水资源供应量，并

按照政府指导价格确定水资源的单位价格，同时酒钢集团亦应保证供应的水资源质量

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双方预计双方之间每 12 个月就该交易的金额约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3、《机械产品、配件加工协议》，约定酒钢集团提供的加工服务和成品的价格按

市场价格确定，并承诺质量保证期； 

 4、《转供耐火材料及耐材砌筑维修承包协议》，约定公司向酒钢集团转供耐火材

料原料，并有意聘请其承包公司耐材砌筑维修相关业务，同时约定相关服务价格按按

市场价格确定，转供材料按实际采购价结算，预计双方之间每 12 个月交易的金额约

为人民币 31,000万元。 

5、《职工用餐食品原料供应及加工协议》，约定向酒钢宏兴提供用餐服务按市场

价格确定，并提供质量保证，双方每 12个月交易的金额约为人民币 8,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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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循环水及气体产品供应协议》和《转供通用材料、通用备品备件、通用耐火

材料、通用合金协议》，约定酒钢宏兴向酒钢集团提供的部分循环水及气体产品（压

气、氧气、氮气、氩气、煤气）和通用材料、通用备品备件、通用耐火材料、通用合

金的价格分别按协议价（单位成本的基础上增加的合理利润）和公司的实际采购价格

而定，并提供质量保证，预计双方之间每 12 个月交易的金额分别约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和 40,000万元。 

7、2011年 5月，公司与酒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约定由

酒钢集团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一）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如下金融服务：1、存款服务；2、信

贷服务；3、结算服务；4、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二）公司有权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自主决定存贷金额以及提取存款的时间。 

（三）本公司及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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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低于酒钢集团其他成员单位同期在乙方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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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下浮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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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高于财务公司向酒钢集团成员单位同种类贷款所定的利率。 

（五）除存款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应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

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同时，不高于财务公司向酒钢集团成员单位开展同类业务费用

的水平。根据需求,财务公司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为本公司定期提供

综合授信业务，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贴现、担保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 

（六）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各项结算服务，结算费用按双方约定的

收费标准执行，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提供的同类服务的收费标准。

财务公司承诺给予公司及所属公司结算费用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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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协议有效期三年。有效期满,除非双方同意或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协议的要

求并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协议将每年自动延期一年。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酒钢集团及其控制公司之间进行的日常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是必要的并将持续发生。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使各项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通过上述关联交易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的经营效率；关联公司经营

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

要业务不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公司日常的关联交易是在关联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原则确认新一年

度关联交易的具体事项及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也不会对公司损益状况、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