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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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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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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预

计额 

2021 年实

际发生额 
差异 差异说明 

（一）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  

采购 

动力能源、进口矿、材料备件、水费、合金、

培训费、检测费、租赁费、卡点费、餐饮费、

技术服务费、公寓管理费、其他 

酒钢集团 390,000 372,331  -17,669  采购量减少 

采购 硅锰、硅铁、铬铁 宏电铁合金 58,000 143,962  85,962  采购量增加 

采购 原燃料、矿料、生铁、合金、其他 酒钢物流 120,000 91,843  -28,157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原料、合金 嘉利兴 4,500 78,101  73,601  采购量增加 

采购 原燃料、进口矿 华昌源 75,000 77,754  2,754  采购量增加 

采购 辅材、备件、废钢、劳务服务、其他 科力耐材 58,000 47,496  -10,504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废钢、动力产品、检测费、其他 宏晟电热 52,000 38,757  -13,243  采购量减少 

采购 焦煤、镍铁等原燃料 上海嘉鑫 7,500 37,086  29,586  采购量增加 

采购 原燃料 丝路宏聚 20,000 34,244  14,244  采购量增加 

采购 镍铁等原燃料 上海峪鑫 30,000 31,931  1,931  采购量增加 

采购 备件、废钢、辅助材料、劳务、其他 西部重工 25,000 30,515  5,515  采购量增加 

采购 
原料、备件、检修及工程服务、合金、劳务、

其他 
润源环境 20,000 25,142  5,142  采购量增加 

采购 
提供工程劳务、废钢、设计费、维修费、备

件及辅材 
筑鼎建设 15,000 23,945  8,945  采购量增加 

采购 备品备件、工程服务、维修费、其他 宏联自控 10,000 15,722  5,722  采购量增加 

采购 废钢、辅材、劳务服务、材料备件 汇丰工业制品 9,500 8,659  -841   

采购 工程服务、设计服务费 智美广告 600 4,143  3,543  采购量增加 

采购 配餐费 紫玉酒店 3,500 3,816  316   



采购 废钢、原料、耐材 东兴铝业 5,000 3,000  -2,000  采购量减少 

采购 辅助材料 兴安民爆 3,500 2,015  -1,485  采购量减少 

采购 防暑降温费、卡点费、其他 宏源实业 1,000 1,518  518   

采购 矿料、进口蒙古粉 天工矿业 500 904  404   

采购 工程劳务 中天置业 500 582  82   

采购 保险费 吉安保险 600 243  -357   

采购 备件、辅助材料 长虹焊接 150 186  36   

采购 体检费、应急药品 酒钢医院 200 132  -68   

采购 生铁废钢 宏汇能源 - 14    

采购 培训费 钢铁技术学院 - 0    

采购 焦煤、肥煤、蒙古粉、进口矿、物流服务费 上海捷思科 5,000 0  -5,000   

（二）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销售 钢材 嘉利兴 30,000 51,996  21,996  销量增加 

销售 
仓储费、运输费、动力产品、辅助材料、其

他 
宏晟电热 50,000 43,139  -6,861  销量减少 

销售 辅助材料、钢材、劳务费、其他 酒钢物流 30,000 36,535  6,535  销量增加 

销售 钢材 华昌源 30,000 24,585  -5,415  销量减少 

销售 辅助材料、动力产品、其他 科力耐材 25,000 18,131  -6,869  销量减少 

销售 钢材 上海峪鑫 40,000 14,828  -25,172  销量减少 

销售 废钢、辅助材料、钢材、租赁费、其他 汇丰工业制品 10,000 12,068  2,068  销量增加 

销售 钢渣、水渣、动力产品、其他 润源环境 10,000 11,805  1,805  销量增加 

销售 钢材、动力产品、其他 长虹焊接 6,000 9,670  3,670  销量增加 

销售 焦碳、动力煤、动力产品、其他 宏电铁合金 4,500 9,473  4,973  销量增加 

销售 
动力产品、镍铁、污水处理、运输仓储费、

其他 
酒钢集团 12,000 9,174  -2,826  销量减少 

销售 钢材 上海嘉鑫 5,000 9,150  4,150  销量增加 

销售 
钢材、辅助材料、动力产品、运费、修理费、

劳务费、其他 
东兴铝业 12,000 8,979  -3,021  销量减少 

销售 钢材、矿料、动力产品、租赁费、其他 西部重工 18,000 8,533  -9,467  销量减少 

销售 钢材、仓储费、辅助材料、技术服务、其他 筑鼎建设 6,500 7,044  544   

销售 钢材 丝路宏聚 5,000 860  -4,140  销量减少 



销售 辅助材料、动力产品、其他 宏汇能源 300 390  90   

销售 动力产品、技术服务费、租赁费、其他 宏联自控 50 100  50   

销售 动力产品-蒸汽、租赁费、辅助材料 紫玉酒店 30 10  -20   

销售 电话费、空气、材料备件等 宏源实业 5 6  1   

销售 钢材、其他 钢铁技术学院 5 6  1   

销售 辅助材料、其他 吉安保险 0 2  2   

销售 瓶装气体材料费、成品油等 酒钢医院 5 2  -3   

销售 电话费 智美广告 0 1  1   

销售 劳务 新洲矿业 0 0  0   

销售 辅助材料、其他 中天置业 0 0  0   

销售 辅助材料 兴安民爆 5 0  -5   

 

二、其他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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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 
每日最高

存款限额 

存款利率范

围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本期合计存

入金额 

本期合计取

出金额 

财务公司 205,000 0.35%-1.95% 197,078.43 26,637,347.78 26,683,519.05 150,907.16 

合计 205,000 / 197,078.43 26,637,347.78 26,683,519.05 150,907.16 

 

资金存放方 本期利息收入 说明 

酒钢宏兴 2,742.68 财务公司账户存款 

（二）公司向关联方的贷款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贷款额度 
贷款利率 

范围 

期初 

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本期合计贷款 

金额 

本期合计还款 

金额 

财务公司 280,000.00 3.25%-3.32% 32,000.00 60,500.00 66,000.00 26,500.00 

合计 280,000.00 3.25%-3.32% 32,000.00 60,500.00 66,000.00 26,500.00 

（三）授信业务或其他金融业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业务类型 总额 实际发生额 

财务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授信（本部） 280,000.00 157,431.02 

财务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授信（榆钢） 40,000.00 1,750.00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