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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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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0 年预

计金额 

2020 年实

际金额 
差异 差异说明 

（一）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 

采购 原料、备件、动力产品、配餐费、其他 酒钢集团 498,000 326,438 -171,562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原料、运输服务、租赁、维修等 酒钢物流 169,940 95,057 -74,883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原燃料 华昌源 2,000 64,770 62,770 采购量增加 

采购 合金、废钢等 宏电铁合金 95,000 54,318 -40,682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备件、辅助材料、维修、其他 科力耐材 56,000 47,966 -8,034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动力产品、废钢、检测、其他 宏晟电热 30,000 32,731 2,731 采购量增加 

采购 原燃料 上海峪鑫 29,630 31,469 1,839 采购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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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采购 
废钢、钢渣、矿料、污水处理、维修、

工程服务、其他 
润源环境 28,000 20,686 -7,314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原料、耐材 丝路宏聚 20,000 13,961 -6,039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工程劳务、废钢、设计费、维修费 筑鼎建设 20,000 12,524 -7,476 
工程项目结

算量减少 

采购 材料备件、工程服务、维修费、废钢等 宏联自控 12,000 10,665 -1,335 
 

采购 废钢、辅材、服务、其他 汇丰工业制品 9,200 8,165 -1,035 
 

采购 原燃料 上海嘉鑫 1,200 7,491 6,291 采购量增加 

采购 废钢、铝锭、耐材 东兴铝业 7,200 5,666 -1,534 
 

采购 原燃料、材料等 上海捷思科 - 4,948 4,948 采购量增加 

采购 合金 嘉利兴 - 4,145 4,145 

因嘉利兴转

让给集团公

司而造成关

联交易增加 

采购 辅助材料 兴安民爆 3,600 3,244 -356 
 

采购 配餐费 紫玉酒店 1,500 3,047 1,547 
 

采购 防暑降温费、卡点费 宏源实业 500 916 416 
 

采购 工程服务、设计服务、标识牌制作 智美广告 - 597 597 
 

采购 保险费 吉安保险 400 521 121 
 

采购 工程劳务 中天置业 3,500 481 -3,019 工程项目结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0 年预

计金额 

2020 年实

际金额 
差异 差异说明 

算量减少 

采购 原燃料 天工矿业 30,000 263 -29,737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备件、辅助材料 长虹焊接 120 140 20 
 

采购 体检服务、药品 酒钢医院 200 129 -71 
 

（二）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销售 
辅助材料、动力产品、运输、仓储、维

修、租赁、其他 
宏晟电热 24,550 37,673 13,123 销量增加 

销售 钢材 华昌源 5,000 31,964 26,964 销量增加 

销售 钢材 上海峪鑫 40,000 31,911 -8,089 销量减少 

销售 钢材、物流服务、辅助材料、租赁等 酒钢物流 25,980 30,484 4,504 销量增加 

销售 
辅材、动力产品、钢材、化工产品、维

修、运输等 
科力耐材 18,000 21,416 3,416 销量增加 

销售 
矿料、焦化产品、钢材、动力产品、其

他 
西部重工 12,000 18,848 6,848 销量增加 

销售 
辅助材料、钢材、动力产品、运输、维

修、检测、其他 
东兴铝业 28,000 16,299 -11,701 销量减少 

销售 钢材 嘉利兴 - 10,829 10,829 销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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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 

 

销售 动力产品、辅助材料、污水处理、其他 酒钢集团 9,800 8,495 -1,305 
 

销售 
废钢、辅助材料、钢材、动力产品、其

他 

汇丰工业制

品 
12,000 8,266 -3,734 销量减少 

销售 钢材、辅助材料、仓储、运输、其他 筑鼎建设 6,000 6,332 332 
 

销售 钢材、动力能源、物流服务等 长虹焊接 4,200 5,182 982 
 

销售 钢材、检测服务等 上海嘉鑫 15,000 5,116 -9,884 销量减少 

销售 动力产品、其他 宏汇能源 300 5,024 4,724 销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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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4,534 1,534 销量增加 

销售 辅助材料、仓储、检测、租赁等 宏联自控 50 58 8 
 

销售 物业服务费 紫玉酒店 0 26 26 
 

销售 成品油、检测 兴安民爆 60 7 -53 
 

销售 钢材 酒钢职大 20 4 -16 
 

销售 辅助材料、电话费、动力产品、其他 宏源实业 5 4 -1 
 

销售 辅助材料等 酒钢医院 15 2 -13 
 

销售 钢材、其他 中天置业 600 - -600 
 

销售 钢材 捷思科 2,000 - -2,000 
 

销售 铁精矿代储 龙泰货运 60 - -60 
 

销售 其他 吉安保险 1 - -1 
 

销售 其他 丝路宏聚 1 - -1 
 

销售 其他 宏腾科创 1 - -1 
 

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1,259,633 1,025,964 -233,669 
 



二、其他关联交易 

（一）在关联方存放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资金存放方 被存放单位 年末存款金额 本期利息收入 说明 

酒钢宏兴 财务公司 197,078.43 2,600.02 财务公司账户存款 

（二）公司向关联方资金借款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拆入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财务公司 32,000.00 2020/12/31 2021/1/4  

合计 32,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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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