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600074

证券简称：

*ST

中达 编号：临

2014-026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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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4年2月26日披露了《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因公司及控股股东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控

股股东）正在筹划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事项，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2月26日

起连续停牌不超过30日。

公司及控股股东与意向重组方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进行进一步的接

洽和论证，相关方正陆续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

各中介机构对相关方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资产进行梳理、尽职调查、

审计、评估等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14-017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直接持有本公

司股份3,734,227,59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59.66%，下称"新湖集团"）通知，

新湖集团将本公司股份340,136,100股和198,720,000股分别质押给中诚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 新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3,639,

225,0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15%。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707

证券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码

:2014-018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4年3月12日召开了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扩大

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近日， 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新版

《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公司经营范围如下：

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保险兼业代理；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

（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

物、音像制品零售、网上销售（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民用航空运

输销售代理；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销售纺织、服装、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

器材、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五金、家具、室内装饰材料；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

外）；企业营销及形象策划；公关活动策划；技术开发；软件开发；电脑图文设计、制作；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翻译服务；摄影扩印服务；汽车租赁。 （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交

通委运输管理局备案。 ）

备查文件：

1、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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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52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14-013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一次监事会决议补充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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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披露了《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七

届十一次监事会决议的公告》，现就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补充

披露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监事的提案》。

鉴于监事杨勇先生提出辞职，经股东向监事会提议，拟提名许国君先生为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许国君先生简历：男，198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会计师、审计

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2006年7月至今任职于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

监察部。

本提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一次监事会决议的公告》其余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

*ST

贤成 公告编号

2014-028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受理对公司

控股股东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其管理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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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获悉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

宁中院” ）裁定受理西宁市城北区地方税务局（以下简称“申请人” ）对我公

司控股股东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国新” ）破产清算

申请的事项，我公司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2014年3月6日，申请人以西宁国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为由，向西宁中院申请对西宁国新破产清算。西宁国新在收到法院通

知的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

西宁中院查明，根据西宁国新截至2013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显示其资

产总额约为424,165,363.95元，负债合计约为792,435,884.03元，其所持有

的我公司375,875,948股股票已被全部质押并被司法机关冻结。

西宁中院认为西宁国新资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经审查符合破产清算的条件， 于2014年3月14日发出 （2014） 宁民破字第

01-1号《民事裁定书》，依据我国《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款、第

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受理申请人对西宁国新的破产清算申请。

西宁中院同时也发出（2014）宁民破字第01-1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依

照我国《破产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指定组

成西宁国新清算组并担任西宁国新管理人。 西宁国新清算组及管理人组成如下：

组长：陈岩

成员：李宗华、丁永宁、马青虎、江波、侯炳吉。

我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作出公告。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242

证券简称：中昌海运 编号：临

2014-017

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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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3月18日上午在广东

省阳江市江城区安宁路A7号金达商贸大厦7楼本公司会议室举行。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33,768,7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8.94%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周健民先生主

持，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调整新建船舶计划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反对票

数

弃权票

数

是否通

过

1

关于子公司调整新建船舶计划的议案

133,768,700 0 0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广东众君法律师事务所李柏桦、 陈影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对

本次股东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广东众君法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059

证券简称：古越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4-010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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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近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酒

集团” ）的通知，称其股权结构已发生变动，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黄酒集团根据绍兴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将市国资委持有黄酒集团部

分股权无偿划转的批复》（绍市国资产 〔2013〕72号文） 办理了股权划转事

宜，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绍兴市国资委同意将持有的黄酒集团49%股权无偿划转给绍兴市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 ）。上述股权划转后，黄酒集团注册资

本仍为16,664万元，其中绍兴市国资委持有黄酒集团51%股权，交投集团持有

黄酒集团49%股权。

二、交投集团基本情况：成立于1999年7月；住所：绍兴市解放北路148号

六楼；法定代表人：应良波；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

无；一般经营项目：受国资委委托，从事国有资产的投资、经营、管理；土地收储

开发；城市综合开发；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

三、变动前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情况图表列示如下：

本次变动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控制关系方框图为：

本次变动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控制关系方框图为：

交投集团为绍兴市国资委下属国有独资公司， 上述控股股东股权结构的

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仍为绍兴市国资委。 上述控股股东股权结构的变动对公司经营活动不产生任

何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202

证券简称：哈空调 �编号：临

2014-009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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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事隋永滨先生、 独立董事姜明辉先生因有重要事项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分

别委托董事宋志强先生、独立董事杨滨刚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本次董事会会议无董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经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 由董事毕明先生召集并主持。 2014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4年3月13日以电话通知、书面直接送达、电子邮件和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3

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到会6人，董事隋永

滨先生因有重要事项，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宋志强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独

立董事姜明辉先生因有重要事项，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杨滨刚先生代为

行使表决权。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推举毕明先生代行董事长职权的提案》

同意推举毕明先生代行公司董事长职权。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二）荆云涛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的申请

荆云涛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公司总经理职务。 董

事会尊重并接受荆云涛先生的辞职申请，荆云涛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荆云涛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三）《关于由杨凤明先生代行公司总经理职权的提案》

同意由公司副总经理杨凤明先生代行公司总经理职权。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四）《关于提名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同意增补杨凤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2014年4月17日）止。

同意将本提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杨凤明先生简历附后。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本提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更换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部分委员的提案》

同意将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于明升先生更换为毕明先生， 荆云涛先生不再担任战略

委员会委员；将提名委员会委员于明升先生更换为毕明先生。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六）《关于更换公司派往全资子公司董事长、董事的提案》

鉴于荆云涛先生辞职，同意更换公司派往全资子公司董事长、董事，具体如下：

1、同意公司将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天勃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委派的董事长由荆云涛先生

更换为杨凤明先生并增派邢百军先生为该公司董事。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2、同意公司将向全资子公司哈空调工程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迪拜）（英文名称：HAC�

Engineering� and� Equipment� Co.� FZE）委派的董事（兼职）由荆云涛先生更换为杨凤

明先生。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3、同意公司将向全资子公司哈空调（香港）有限公司委派的董事由荆云涛先生更换

为杨凤明先生。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七）《关于更换公司派往参股公司董事长、董事的提案》

鉴于荆云涛先生辞职，同意更换公司派往参股公司董事长、董事。

同意公司将向参股公司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委派的董事长由荆云涛先

生更换为杨凤明先生并增派刘万里先生为该公司董事。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八）《关于召开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

同意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

董事会定于2014年4月3日召开公司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8日

杨凤明先生简历

杨凤明先生，男，1963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1987年大学毕业。历任哈尔

滨空气调节机厂生产处调度员，本公司三分厂副厂长、三分厂厂长、生产处处长、生产部部

长、总经理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哈尔滨天功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

天勃能源设备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

杨凤明先生未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 截止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无处于中国证

监会认定的市场禁入期情形； 无处于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情

形。

证券代码：

600202

证券简称：哈空调 �编号：临

2014-010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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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荆云涛先生辞职，不再代行董事长职权，为保证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

行，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的规定，经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由毕明先生代行公司董事长职权。

特此公告。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202

证券简称：哈空调 �编号：临

2014-011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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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荆云涛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以及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经公司2014年

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由公司副总经理杨凤明先生代行公司总经理职权。

特此公告。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202

证券简称：哈空调 �编号：临

2014-012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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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召开日期：2014年4月3日上午9：00

● 股权登记日：2014年3月28日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3日上午9：00。

（四）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五）会议地点：哈尔滨高新技术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滇池街7号九楼会议室。

（六）股权登记日：2014年3月28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

事项

1

《

关于提名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否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详见2014年3

月19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3月28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15:00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应进行登记。

（一）会议登记方式：

1、拟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须持有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账

户卡和股权登记日持股凭证及出席人个人身份证。

2、拟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件和股权登记日持股凭证

办理登记； 委托他人代理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和代理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附后）。

3、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内采用传真、信函方式办理登记，参会当日须凭证件原件进

行登记确认方可视为有效登记。

（二）会议登记时间：2014年3月31日上午9：00～11：00，下午13：30～15：30。

（三）会议登记地点：哈尔滨高新技术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滇池街7号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五、其他事项

（一）出席现场会议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地址：哈尔滨高新技术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滇池街7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150078

电话：0451—84644521� � � � � � � � � � � � � � �传真：0451—84676205

联系人：李小维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8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4年4月3日召开的贵

公司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提名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注：委托人请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

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4

年金融衍生品投资计划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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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2014年金融衍生

品投资计划的公告》，该公告于2013年3月1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编号为：2014-04。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意见，本公司就该公告中第九条“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补充披露有关内容如下：

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主要包括远期外汇买卖、利率（或货币）掉期、钢材期货套期保值。 公司根据签订的合约条款，分

类确认、计量。

对远期外汇买卖、利率（或货币）掉期业务，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对钢材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保值》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对上述金融衍生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予以列示和披露。 具体核算原则如下：

一、外汇买卖、利率（或货币）掉期交易，初始确认为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记入当期损益。公司于每一季末，根据银行等定价服务机构提供或获得的价格计算变动，变动形

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核算，平仓后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投资收益科目核算。

(二)钢材期货套期保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的规定，对满足适用套期会计处理条件的，按照套

期会计处理。对钢材期货套期业务，公司根据合约条款，划分为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对于公允价值套期，套期工具

为衍生工具，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被套期项目因被套期风险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

期损益，同时调整被套期项目的账面价值；对于现金流量套期，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直接确认为所

有者权益，并单独反映。 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无效套期的部分，计入当期损益。

更新后的《公司2014年金融衍生品投资计划的公告》，详见2014年3月19日巨潮资讯网《公司2014年金融衍生品投资

计划的公告（更新后）》。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О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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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计划》，该公告于2013年3月1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编号为：2014-06。 现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意见，本公司就该公告中关于关联方历史沿革及履约能力分析以及截止2014年2月末各关联方与公司

实际已发生关联交易金额补充披露如下：

一、公司各关联方历史沿革及履约能力分析

（一）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前身是韶关钢铁厂，成立于1966年。1993年12月更名为广东省韶

关钢铁集团公司，1996年12月更名为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12月更名为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公司原注册资本88930万元，直属于广东省国资委。 2011年8月22日，广东省国资委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

集团” ）签署了“重组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之框架协议” ，规定将公司51%股权无偿划转至宝钢集团，广东省国资

委保留公司49%的股权。 2012年9月17日，广东省国资委将其保留的49%的股权委托广东恒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上简

称“恒建投资” ）直接持有。

2012年10月，股东宝钢集团、恒健投资分别对公司缴付出资94400万元、90700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2,

740,300,000.00元，于2012年10月31日办理变更手续，宝钢集团持有51%的股权，恒建投资持有49%的股权，宝钢集团成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钢铁产品的生产与销售，2013年营业收入2075357.81万元， 净利润730.23万元 ，2013年末净资产

538417.86万元。 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二）广东华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广东华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是由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独家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本

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取得韶关市曲江区工商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固体废物回收处理、工业污水和废油回收处理、工业废气处理。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9,390万元、净利

润-1,534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4,466万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三）广东松山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广东松山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03年4月9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是由宝钢集团

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出资360万元，投资比例30%、深圳市群得利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00万元，投资比例25%，其他四个自

然人出资540万元，投资比例45%，共六个股东出资组建的有限公司。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钢材产品销售，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156,788万元、 净利润312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 6,831万元，

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四）韶关市南海韶洲钢线制品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韶关市南海韶洲钢线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是由松山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山置业” ）、宝钢

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钢铁” ）、佛山市南海区二轻工业供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二轻工

业” ）三方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公司于2006年11月20日在韶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为1050万

人民币。 松山置业投资人民币787.5万元（折合美元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5%；韶关钢铁投资人民币105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10%；佛山二轻工业投资人民币15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

2009年7月，佛山二轻工业将其拥有的本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韶关钢铁，转让完成后韶关钢铁投资比例为25%。 由于

松山置业为韶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公司实际为韶关钢铁的控股子公司。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为钢线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39,348万元、净利润772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4,582

万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五）韶关市新韶钢嘉羊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韶关市新韶钢嘉羊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是由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钢

铁” ）与香港嘉华集团下属的嘉华建材（韶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建材” ）、广东省羊城建材供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羊城建材” ）三方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公司注册资金为500万美元，其中韶关钢铁投资275万美元，占

55%的股份；嘉华建材投资175万美元，占35%的股份；羊城建材投资50万美元，占10%的股份。 公司于2006年2月28日在韶

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高炉矿渣粉。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10,307万元、净利润994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7,737

万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六）深圳市粤钢松山物流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深圳市粤钢松山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成立于2002年12月25日，系由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韶关钢铁” ）（出资600万元，投资比例30%）、深圳市群得利投资有限公司（出资600万元，投资比例30%）、北

京嘉鑫新世纪科贸发展有限公司（出资600万元，投资比例30%）、曲江县曲韶钢材有限公司（出资120万元，投资比例

6%）、广州市黄埔东南贸易储运有限公司（出资80万元，投资比例4%）等五家股东共同出资发起设立的。 经深圳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2003年1月8日正式挂牌经营。

2009年8月13日，北京嘉鑫新世纪科贸发展有限公司将持有30%股权转让给韶关钢铁，2010年6月28日，曲江县曲韶钢

材有限公司将持有6%股权、广州市黄埔东南贸易储运有限公司将持有4%股权转让给韶关钢铁。 股权交割完成后，韶关钢

铁持股比例为70.00%，深圳市群得利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比例为30%。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普通货物运输。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2,152万元、净利润472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3,985万元，履约

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七）宝钢资源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宝钢资源有限公司（原宝钢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06年6月12日经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宝钢字

[2006]第152号”文批准设立，由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出资组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亿元。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戴志浩，注

册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3288号F3208室，营业期限由2006年7月21日至不约定期限。2008年3月4日，本公司名称由宝

钢贸易有限公司更改为宝钢资源有限公司。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进出口及国内贸易，2013年营业收入1872198万元，净利润21714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624,522万元，

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八）宝钢资源（国际）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宝钢资源是宝钢集团于2010年12月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10303.69万美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进出口贸易，2013年营业收入2871386万元，净利润33208万元，2013年末公司净资产为879,909万元，履

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九）宝钢新加坡贸易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于1997年2月25日在新加坡成立，是宝钢股份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150万新加坡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进出口贸易，2013年营业收入931600万元，净利润7782万元，2013年末公司净资产为1,164万美元，履约

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十）BAOSTEELAMERICAINC.

1.历史沿革

于1996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是宝钢股份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98万美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是钢材贸易，2013年营业收入351647万元，净利润3998万元，2013年末公司净资产为46,961万元，履约

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十一）广东韶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广东韶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原为广东省韶钢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是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韶关钢铁” ）投资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2013年8月21日，原广东省韶钢建设公司整合了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的

机修制造厂、设备检修厂和计控部三个部门，成立了广东韶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建筑施工。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37,360万元、净利润839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7,467万元，履约能

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十二)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前身为“上海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于1993年9月25日经上海市经委

批准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1994年3月发行A股和B股，公司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及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票，已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

1995年5月，公司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62,244,070.00元。

公司原国家股持股单位为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持股比例为57.22%。 2000年11月该国家股正式划转给宝钢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集团” ）。

2001年3月26日，公司与宝钢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宝钢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资产置换，置出资产为本公司

的全部资产和负债，置入资产为原宝信公司的整体资产。 资产置换后，公司更名为“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2004年8月11日，宝钢集团将其持有的未上市流通的150,044,07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7.22%）国家股全部转让给

宝钢股份。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公司累计发行股本总数为340,917,291股，其中：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226,

517,291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114,400,000股。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计算机、自动化、网络通讯系通及软硬件产品的研究、设计、开发、制造、集成。 2013年营业收入358129

万元，净利润29491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174,339万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十三）佛山市南海韶洲钢线制品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佛山市南海韶洲钢线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是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钢

铁” ）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于1994年10月5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批准文号为：商外资粤南合资证字[1994]072

号，1994年10月18日在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 投资方为韶关钢铁投资比例55%、佛山市南海区二轻工业供

销公司投资比例15%、松山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为韶关钢铁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松山置业” ）投资比例为30%。

1998年6月，韶关钢铁将其在本公司的25%股份转让给松山置业；2000年12月，韶关钢铁又将其在本公司的20%的股份

转让给松山置业，转让后韶关钢铁的持股比例变为10%，松山置业的持股比例变更为75%。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钢线产品。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19,957万元、净利润3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4,324万元，

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十四）广东韶钢海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广东韶钢海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2年3月30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是由宝钢

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钢铁” ）出资550万元，投资比例55%、黄丰城出资320万元，投资比例32%以

及李锦湘出资130万元，投资比例13%，共三个股东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钢材贸易。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139,505万元、净利润353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1,413万元，履约能

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十五）广州市松山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广州市松山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是广东松山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投资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2009年11

月25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荔湾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人民币550万元， 2010年2月正式挂牌经营。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钢材贸易。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34,654万元、净利润-12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310万元，履约能力

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十六）江西韶钢元和实业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江西韶钢元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是由韶关市龙润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宝钢集团广东韶关

钢铁有限公司、胡旭建三方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于2012年6月1日在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原公

司名称为江西韶钢元和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17日变更为江西韶钢元和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为1200万人民

币。 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出资576万元，占48%的股份；韶关市龙润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出资504万元，占42%的股

份；胡旭建出资120万元，占10%的股份。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为钢材贸易。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80,724万元、净利润178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1,489万元，履约能

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十七)广州宝钢南方贸易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广州宝钢南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名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宝钢贸易有限公司，于1995�年10�月19�日在

广州注册成立。 1997�年6月26�日，公司名称变更为广州宝钢南方贸易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主要

经营范围包括：公司的母公司为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最终控股母公司为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为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国内贸易及物资供销业。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377324万元、净利润2513万

元，2013年末公司净资产为29,708万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十八)上海宝钢浦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上海宝钢浦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名上海宝钢集团浦东国际贸易公司，由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国际” )于1993年出资成立，注册资本为美金412万元。

1999年5月公司进行改制增资，注册资本由美金412万元增加到人民币7,240万元，同时本公司更名为上海宝钢浦东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增资后，宝钢国际将10%的股份转让给上海宝钢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商贸” )。

根据宝钢商贸将其拥有本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宝钢国际，于2006年12月办理变更手续。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013年营业收入86309万元，净利润773万元，2013年末公

司净资产为56,442万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十九)�广东韶钢现代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广东韶钢现代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是由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独家出资设

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取得韶关市曲江区工商管理局下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1000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园林绿化、餐饮、物业管理，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5,567万元、净利润-36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964

万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二十)�广东粤钢松山物流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广东粤钢松山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系由广州市韶钢港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粤钢松山物流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成立于2013年6月13日，在韶关市曲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2,000.00万

元，其中广州市韶钢港务有限公司出资1200万元，占60%的股份；深圳市粤钢松山物流有限公司出资800万元，占40%的股

份。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普通货运、工程机械作业。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4,069万元、净利润33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2,033

万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二十一）广东韶钢嘉羊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广东韶钢嘉羊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是由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钢铁” ）

与香港嘉华集团属下的嘉华建材（韶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建材” ）、广东省羊城建材供应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羊城建材” ）三方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公司注册资金为600万美元，其中韶关钢铁投资330万美元，占55%的

股份；嘉华建材投资210万美元，占35%的股份；羊城建材投资60万美元，占10%的股份。 公司于2003年9月12日在韶关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高炉矿渣粉。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11,723万元、净利润2,117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8,961

万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二十二）广东韶钢普莱克斯实用气体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广东韶钢普莱克斯实用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普公司” )是一家由韶关钢铁和普莱克斯中国共同出资并于1999

年7月8日在韶关市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批准的经营期限为50年。 注册资本为2000万美元，合资双方分别占韶普公

司注册资本的50%。

根据韶普公司与广东普莱克斯韶钢液化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韶液化气体公司” )、韶关钢铁、普莱克斯中

国于2003年共同签署的《合并协议》，经批准，韶普公司于2004年8月1日正式吸收合并了普韶液化气体公司。 合并后，韶普

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2357万美元，韶关钢铁、普莱克斯中国分别占韶普公司注册资本的47%及53%。

根据韶普公司与广东普莱克斯韶钢实用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韶公司” )、韶关钢铁、普莱克斯中国于2007年共同

签署的《股权转让及合并协议》， 经批准，韶普公司于2008年3月4日吸收合并了普韶公司。该次合并完成后，韶普公司原经

营范围不变，经营期限变更为45年，注册资本增加至3,557万美元，韶关钢铁和普莱克斯中国分别占韶普公司注册资本的

47%和53%。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生产销售工业汽体。 2013年营业收入51263万元， 净利润13188万元，2013年末公司净资产为42,671万

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二十三）韶关市韶钢嘉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韶关市韶钢嘉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是由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钢

铁” ）、广东韶钢嘉羊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嘉羊” ）和广东省羊城建材供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羊城建

材” ） 三方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40,000,000.00元， 其中韶关钢铁出资19,314,400.00元，占

48.286%的股份；广东嘉羊出资19,428,400.00元，占48.571%的股份；羊城建材出资1,257,200.00元，占3.143%的股份。 公

司于2011年1月18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高炉矿渣粉。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9,903万元、净利润1,126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5,335

万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二十四）广东昆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广东昆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3年4月26日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正式成立，是宝钢集团广东韶

关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钢铁” ）的全资子公司。

注资资本1,000.00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研发。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1,645万元、净利润251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

1,251万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二十五）广东南华置业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广东南华置业有限公司原名韶关市曲江韶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成立于2011年12

月26日，于2013年7月8日更名，系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1,090万元、净利润-205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789万元，履

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二十六）广州市韶钢港务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广州市韶钢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04年3月17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

立，原为广州市广燃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系由广州燃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料集团公司” ）出资270万元，投资比例

90%，广州市昊燃油站有限公司出资30万元，投资比例10%，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公司。

2006年6月，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钢铁” ）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取得燃料集团公司持有的本

公司60%的股权；2006年12月，韶关钢铁受让了燃料集团公司持有的本公司20%的股权；2008年11月，韶关钢铁受让了燃料

集团公司、广州市昊燃油站有限公司所持的公司股权，产权交割完成后，韶关钢铁持有本公司100%股权，成为韶关钢铁的

全资子公司。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普通货运，中转，仓储理货，货运代理。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132,318万元、净利润1,618万元2013年末

净资产为9,688万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二十七）韶关韶钢恒然锌业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韶关韶钢恒然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系由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简称“韶关钢

铁” ）和韶关恒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然投资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成立于2009年1月20日，在韶关市翁源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00万元，其中韶关钢铁出资人民币2,5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00%；

恒然投资公司出资人民币2,4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00%。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固体废异物加工销售。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3,198万元、净利润374万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5,681万

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二十八）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

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系由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集团” )于1997年5月19日在中国上

海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宝钢股份于2005年5月1日从宝钢集团收购了本公司100%的股权。 2005年12月1日，宝钢股份吸收

合并宝钢化工，自此宝钢化工成为宝钢股份的分公司。

2007年9月1日，宝钢股份撤销化工分公司，并将原化工分公司的部分资产和负债、对苏州宝化炭黑有限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和应收股利、对太原宝源化工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注入本公司。自此，公司成为宝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1亿元。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化工原料及产品的生产销售。 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1093079万元、净利润57267万元，2013年末公司净

资产为422,422万元，履约能力强，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注：以上关联方2013年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

二、截止2014年2月末与各关联方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2014

年预计金额

2014

年累计发生

额

采购商品

原材料及燃料动力

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43,000 6,452

广东华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000 2,413

广东松山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1,800 251

宝钢资源

（

国际

）

有限公司

227,800 106,739

宝钢新加坡贸易有限公司

82,600 35,589

备品备件

广东韶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000 952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4,000 384

销售商品

钢材

佛山市南海韶洲钢线制品有限公司

7,692 2,485

广东韶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00 201

广东韶钢海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122,431 25,784

广东松山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101,000 12,554

广州市松山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20,000 1,497

韶关市南海韶洲钢线制品有限公司

34,614 4,350

江西韶钢元和实业有限公司

96,150 18,639

广州宝钢南方贸易有限公司

50,000 4,145

上海宝钢浦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9,700 1,469

燃料动力

广东华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175 490

广东韶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80 23

广东韶钢现代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535 960

广东粤钢松山物流有限公司

60 10

韶关市南海韶洲钢线制品有限公司

2,800 277

韶关市新韶钢嘉羊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548 253

广东韶钢嘉羊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3,385 166

广东韶钢普莱克斯实用气体有限公司

28,000 5,548

韶关市韶钢嘉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581 316

备品备件及其他

广东粤钢松山物流有限公司

1,400 197

韶关市新韶钢嘉羊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40 21

广东韶钢嘉羊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10 4

副产品

广东华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825 381

韶关韶钢恒然锌业有限公司

1,900 140

广东韶钢嘉羊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3,385 445

韶关市新韶钢嘉羊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3,451 766

韶关市韶钢嘉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3,426 812

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

5,983 941

提供劳务 运输等劳务 广州市韶钢港务有限公司

3,500 560

接受劳务 运输等劳务

广东韶钢现代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750 52

广东韶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7,500 2,403

广东粤钢松山物流有限公司

7,500 1,526

广东昆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034 122

广东南华置业有限公司

2,293 349

广州市韶钢港务有限公司

100,000 15,022

租赁

土地承租 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2,604 434

资产承租 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652 109

更新后的《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详见2014年3月20日巨潮资讯网公司的《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更

新后）》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О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