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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495

股票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2014-018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与晋西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相关关联交易协议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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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一）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甲方” ）拟与控股股东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晋西集团”或“乙方” ）签订《关联交易（资产租赁）协议》。

（二）公司拟与晋西集团签订《土地租赁补充协议》。

（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晋西铁路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西车辆” ）拟与晋西集团签订

《土地租赁补充协议》。

●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及子公司与晋西集团2013年度关联交易累计数据

（一）公司与晋西集团2013年度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合计为5,708.39万元，其中：向晋西集团销售商

品发生额为661.21万元， 向晋西集团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发生额为938.90万元， 综合服务发生额为4,

029.72万元，关联租赁发生额为48.56万元，关联托管发生额为30.00万元。

（二）晋西车辆与晋西集团2013年度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合计为9,794.52万元，其中：向晋西集团销

售商品发生额为553.19万元，向晋西集团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发生额为5,757.70万元，关联租赁发生额为

180.24万元，综合服务发生额为3,303.39万元，关联担保发生额为7,000.00万元。

公司于4月23日 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公司临2014-015、临2014-016、临2014-017三份公告，现对相关内容进

行补充和修订，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向晋西集团出租有关资产（110KV变电站），用于其生产经营

活动，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利精神，经双方友好协商，拟签订关联交易（资产租赁）协议。

（二）截至目前，公司与晋西集团先后共签订了三份土地租赁协议，为适应市场变化以及生产经营所

需，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经双方充分协商一致，拟签订补充协议。

（三）截至目前，晋西车辆与晋西集团先后共签订了两份土地租赁协议，为适应市场价格变化以及满

足生产经营所需，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经双方充分协商一致，拟签订补充协议。

鉴于晋西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签订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均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相关关联交易协议签订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5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110016193

法定代表人：李照智

注册资本：人民币172,272.73万元

成立时间：2000年12月25日

除军品以外的一般经营项目：加工制造、销售民用机械产品。 铁路车辆、石油钻具、压力容器的生产、

销售；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出口业务及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备品备件的技术进口业务。工程技术咨询设计。研究开发机电产品、维修机电运输设备；废旧物资加工

利用；批零焦炭、金属材料、木材、建材、化工产品、电器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润滑油脂、塑料

制品。 开展本企业三来一补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国家实行专项审批的项目以专项批件为准）。 房屋、机器

设备租赁；土地租赁（仅限于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批准的对象租赁），汽车货运（仅限分公司使用）

履约能力分析：晋西集团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交易，具有

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协议主要条款

（一）公司拟与晋西集团签订的《关联交易（资产租赁）协议》

主要内容：公司拟向晋西集团出租有关资产（110KV变电站）用于其生产经营活动，资产租金以当

年全部出租资产的累计折旧费×1.2（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进行收取。 租赁期为2年，自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之日起计算。

主要条款：

1、资产明细

固定资产

编号

固定资产

名称

规格

型号

入账日期

租赁

时间

原值

110KV

变电站

2005-2-28 2014 6,666,700

元

2、租赁用途

甲方向乙方出租的各类资产，主要用于乙方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一律禁止用于非法活动等，如有违

反，责任及后果自负。

3、租赁期限

（1）租赁期2年。

（2）租赁期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计算。

（3）本协议到期后，乙方需继续向甲方承租各类资产，如无其他不可抗拒因素，甲方承诺继续向乙方

出租。

（4）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终止本协议，收回资产：

①乙方擅自将该等设备资产转租、转让、转借或抵押的。

② 乙方利用承租资产等进行非法活动、损害公共利益的。

③乙方拖欠租金累计达三个月的。

④ 因本条第1、2项原因收回资产，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终止协议的租金不予退还；因第3项原因收

回资产的，乙方应相应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4、租金和租金的交纳方式

资产租金以当年全部承租资产的累计折旧费×1.2（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为准进行收取。 每季度财

务部核定资产折旧费，计算出租金，与乙方进行结算。

5、维修和保养

乙方应按安全操作规程，合理使用租赁的资产，并负责有关维修保养工作，并由其负担维修费用。

6、双方的保证和承诺

甲方和乙方互相作出如下保证与承诺:

（1）甲方保证其合法拥有该等设备的所有权或经营管理权，且该等设备无设定抵押、质押及其它担

保权利情形。 否则，甲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甲方保证该等设备目前处于较为良好的性能状况。甲方有权禁止乙方采取与本协议相抵触的任

何行动。

（3）乙方承诺使用相关设备时，严格按照关重特性责任人等相关制度执行。

（4）租赁期间，甲方如需出售该等设备，则应提前三个月通知乙方。 乙方享有优先购买权。

（5）租赁期间，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该等设备转租给任何第三方。

7、违约责任

（1）若甲方未依本协议的规定，按时按质地向乙方提供设备的，甲方应负责修理、调换或如数补齐，

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2）租赁期间，如因甲方的过错致使第三人对该等设备主张权力，影响乙方正常使用时，甲方应承担

违约责任。

（3）乙方未按本协议规定支付租赁费用的，每逾一日，甲方可按未缴租金的万分之五计收滞纳费。

（4）乙方因使用不当或保管不当、造成设备毁损灭失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

一切损失。

8、协议的变更及解除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非法定原因及本协议的规定，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均不得单方面无故变更或解除

本协议。

若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9、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所做出的补充规定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二）公司拟与晋西集团签订的《土地租赁补充协议》

主要内容：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增加租赁晋西集团土地一宗（配气站），面积为1,710平方米。 另外，

鉴于市场变化，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将前期签订的三份土地租赁协议的租金计算标准统

一变更为每平方米土地21元人民币。

主要条款：

1、甲方增加租赁乙方的土地一宗（配气站），面积：1,710平方米，租金为每平方米21元人民币，租赁

期限为20年。

2、上述三份土地租赁协议中的租金条款全部变更为：每平方米土地租金变更为21元人民币；除此以

外，上述三份土地租赁协议的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

3、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三）晋西车辆拟与晋西集团签订的《土地租赁补充协议》。

主要内容：为了适应市场变化，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将前期签订的两份土地租赁协

议的租金计算标准统一变更为每平方米土地21元人民币。

主要条款：

1、上述两份土地租赁协议中的租金条款全部变更为：每平方米土地租金变更为21元人民币；除此以

外，上述两份土地租赁协议的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

2、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中，《关联交易（资产租赁）协议》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使用效率，《土地租赁

补充协议》是为适应市场价格变化以及满足生产经营所需，以上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

利益，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构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资产租赁）协议》、《土地租赁补充协议》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1、独立董事查阅了公司与

晋西集团、晋西车辆与晋西集团签订的相关关联交易协议文本，认为协议的定价政策和履行方式遵循了

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董事会本次决议涉及的关联交易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符合决策程序；3、本次交易是公司董事会为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而作出的，租金是在参考了市场价的基

础上，由双方协商作价的，保证了交易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3、公司与晋西集团签订的《关联交易（资产租赁）协议》、三份《土地租赁协议》以及《土地租赁补

充协议》文本；

4、晋西车辆与晋西集团签订的两份《土地租赁协议》以及《土地租赁补充协议》文本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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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超出预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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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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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的议案》经2014年4月21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会前审阅本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审议日常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涉及的交易事项是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结算方式公平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公司审计委员会审阅本议案并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结算方式公平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方

2013

年

预计金额

2013

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销售商品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00 1,230.77

山西晋西压力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9,250 11,913.40

山西晋西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6,850 12,077.25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7,316 3,145.50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50 80.23

包头北方铸钢有限责任公司

400 49.35

销售的废钢数量减少

包头北方机电工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20 12.39

包头北方工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20 0.00

阿特拉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0 0.00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3,600 2,995.04

销售铁路车轴的数量减少

山西利民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0 4,680.53

年终车辆订单激增

，

由其进行部

分配套

包头北方专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0 0.64

业务需要

小 计

49,226 36,185.10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000 6,696.61

采购物资的数量减少

山西晋西压力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11,100 12,493.12

采购物资的数量增加

山西晋西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7,253 18,425.47

采购物资的数量增加

山西利民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500 299.50

订单数量减少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9,000 2,654.65

业务量减少

包头北方创业有限责任公司

10 30.64

业务量增加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车轮公司

8,900 7,350.52

采购订单减少

山西晋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00 177.80

中国兵工物资华北有限公司

200 60.26

包头北方工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0 0.26

因业务需要

小 计

70,363 48,188.83

综合服务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726 7,333.11

动力费用减少

山西晋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00 130.09

中标数量较少

山西晋西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393 1,290.03

运输劳务量减少

包头北方铸钢有限责任公司

10 2.10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80 258.73

运输劳务量减少

中国兵工物资华北有限公司

2,000 249.53

设备招标数量减少

山西晋西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300 173.56

小 计

15,809 9,437.15

租赁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8 228.80

内蒙古北方装备有限公司

97 97.11

小 计

375 325.91

资产托管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 30.00

担保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7,000.00

业务量减少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7,478.64

业务量减少

贷款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8,000 9,500.00

业务量减少

存款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8,000 21,189.47

业务量减少

截至报告期末，因业务量增加，部分关联交易金额超过预计上限，其中主要为向关联方销售及采购商

品交易超出预计，《关于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3年超出预计金额300万，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关联交易为：预计

与晋西压力容器公司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9,250万元，实际发生额为11,913万元，超出预计

2,663万元； 预计与晋西压力容器公司采购商品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11,100万元， 实际发生额为12,

493万元，超出预计1,393万元；预计与晋西精密机械公司采购商品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17,253万元，

实际发生额为18,425万元，超出预计1,172万元。

2013年与未预计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为： 与山西利民公司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4,

681万元；与包头北方专用机械公司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1万元；与包头北方工程机械制造

公司采购商品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0.3万元。

（三）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方

2014

年

预计金额

2013

年实际

发生数

销售商品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35 1,230.77

山西晋西压力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18,950 11,913.40

山西晋西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8,190 12,077.25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200 3,145.50

山西利民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7,180 4,680.53

包头北方铸钢有限责任公司

500 49.35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00 80.23

包头北方机电工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20 12.39

包头北方专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0 0.64

包头北方工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20 0.00

阿特拉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0 0.00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6,769 2,995.04

小 计

53,894 36,185.10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56 6,696.61

山西晋西压力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21,540 12,493.12

山西晋西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7,035 18,425.47

山西利民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750 299.50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400 2,654.65

包头北方创业有限责任公司

40 30.64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1,804 7,350.52

中国兵工物资华北有限公司

100 60.26

小 计

74,125 48,010.77

综合服务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413 7,333.11

山西晋西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951 1,290.03

山西晋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00 130.09

小 计

13,064 8,753.23

租赁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租入

）

366 228.80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租出

）

42 0.00

小 计

408 228.80

担保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7,478.64

贷款余额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5,000 9,500.00

存款余额

（

不含

贷款派生的存

款

）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5,000 21,189.47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以上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发生及预计所涉及的主要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如下：

（一）控股股东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72,272.73万元

除军品以外的一般经营项目：加工制造、销售民用机械产品。 铁路车辆、石油钻具、压力容器的生产、

销售；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出口业务及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备品备件的技术进口业务。工程技术咨询设计。研究开发机电产品、维修机电运输设备；废旧物资加工

利用；批零焦炭、金属材料、木材、建材、化工产品、电器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润滑油脂、塑料

制品。 开展本企业三来一补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国家实行专项审批的项目以专项批件为准）。 房屋、机器

设备租赁；土地租赁（仅限于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批准的对象租赁），汽车货运（仅限分公司使用）。

办公地址：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5号

（二）同一母公司

1、山西晋西压力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13.64万元

主营业务：加工制造、销售民用机械产品；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化工产品（除危险品）、五金交

电、润滑油脂、办公用品的销售；压力容器设计、制造、销售等。

办公地址：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5号

2、山西晋西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93.38万元

主营业务：加工制造、销售机械、机电产品（除小轿车）及配件、成套设备等。

办公地址：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5号

3、山西晋西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64.63万元

主营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仓储，货场租赁，铁路货物取送、装卸，维修运输设备等。

办公地址：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5号

4、山西晋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等。

办公地址：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5号

5、包头北方铸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主营业务：铸钢件（含军品）、摇枕侧架、缓冲器、机电产品的生产销售等。

办公地址：包头市青山区厂前路

6、山西利民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547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机械设备（非标）的制造与维修；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站台租

赁。

办公地址：晋中市太谷县阳邑乡新村

（三）同一实际控制人

1、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6,875万元

主营业务：普通机械制造、钢铁冶炼、机电产品、仪器仪表、机械及成套设备、产品备件、技术、生产科

研所需要的原辅材料、进出口、三来一补、公路运输设备及工矿车辆（不含小轿车）、人造水晶、钢材轧制、

自行车、仪表制造、销售等；变压电器、钢材、建材、锻造产品、工量、磨具的销售；动力工程、供排水、电讯工

程、采暖供热、维修技术服务、公路防护栏、护网（隔离栅）的制造及安装；工业用氧、用氮、医用氧气的生

产（以上三项凭资质证经营）

办公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

2、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000万元

经营范围：开发、制造各种型号的"特雷克斯牌"的非公路（或工矿两用）自卸汽车，以及铲运机、装载

机、推土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及相应的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产品及零部件维修（包

括大修）业务。

办公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主要财务数据：2013年末总资产337,995.66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10,424.84万元。

2013年营业收入218,124.0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1,831.28万元。

3、包头北方机电工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8,000万元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机械设备、金属制品生产、设计、安装；起重机械安装修理；金属材料、五金交电

销售；本企业产品的出口及所需设备、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工具、模具、工装设计制造；机械加工；成套设

备。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办公地址：包头市青山区厂前路

4、包头北方工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5,010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加工；矿山机械、工程机械、冶金设备制造；农用机械制造；技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

产品的出口及所需设备、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

不得生产经营）

办公地址：包头市青山区厂前路

5、阿特拉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1,800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建设机械制造、销售、维修和服务

办公地址：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6、包头北方专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455万元

经营范围：专用机械；机加；热处理；标准件；公路围栏、安全防护产品及安装；轧机；机械设备制造与

维修；环卫车辆、环卫设备制造；专用车辆改装；防盗门、塑料橡胶制品的销售。 经营本企业产品的出口及

所需设备、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

营）

办公地址：青山区厂前路

8、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5,712.67万元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生产、销售铁路车辆、汽车专用车、冶金机械、压力容器、车辆配件及进出口，机

械加工、大型精密加工、装配焊接、数控切割、大型冲压、特种材料处理表面热处理、防腐涂装、自有房屋租

赁。

办公地址：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功能小区

主要财务数据：2013年末总资产354,599.41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219,600.49万元。

2013年营业收入320,351.5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5,852.49万元。

9、中国兵工物资华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22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汽油、煤油、柴油的批发（有效期至2015年4月8日）一般经营项目：供应兵

工企业所需金属材料、炉料、化工轻工及建材木材，煤制品、普通、电器机械及器材、汽车（除小轿车）摩托

车及配件、装饰装潢材料、普通电器、机械及器材的修理，自有房屋租赁。 上述各类物资可对社会销售。 上

述各类物资的投资、开发、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及军工企业产品（除国家专控品）的批发零售。

上述有关项目的信息咨询。

办公地址：太原市漪汾街71号

10、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17,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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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

贷款及委托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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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

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

方信贷及融资租赁；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及即期结售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成员

单位的结售汇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四）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10%以上股份的法人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70,068.12万元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焦炭及煤焦化产品、耐火材料、动力、气体生产及销售；贸易

业务；钢铁产品的延伸加工、金属制品生产及销售；技术、咨询及劳务服务。

办公地址：马鞍山市九华西路8号

主要财务数据：2013年末总资产7,131,721.17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2,313,144.56万

元。 2013年营业收入7,384,888.3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5,722.02万元。

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交易，具有较好的履约能

力。 公司向其销售产品的关联方，均具有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主要从事铁路车辆、铁路车轴、轮对及其他相关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根据公司业务特点和

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与公司控股股东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部分

下属企业，以及实际控制人部分下属企业等关联方在销售商品、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综合服务、租赁、资

产托管、担保和存贷款业务等方面发生持续的日常关联交易。

（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适用如下方法：有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的，参照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

如无国家定价或国家规定的，则适用最可比较的同类产品和生产协作的公平市场价格；如无公平市场价

格的，由双方按照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均签署协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有利于公司业务的稳定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3、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4、关联交易协议

5、审计委员会的书面意见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15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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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次会议于2014年4月23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稳盛投资管理团队跟投不定向股权投资基金的议案》，董事会批准公司和陈长春先生分别

作为有限合伙人向优选共赢基金（即议案中的“不定向股权投资基金” ）认缴49%和1%

-10%的出资。 该交易无重大风险。

本公司过去12个月无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

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董事会批准了公司及公司高级副总裁陈长春先生与其他非关联方作为有限合

伙人共同投资稳盛投资发起设立的优选共赢基金。

优选共赢基金的预计规模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其中本公司拟认缴49%的出资即人民

币2.94亿元，陈长春先生拟认缴1%-10%的出资。（具体比例将根据其他非关联方的最终认

缴数额予以确定）。

由于交易有关方是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及本公司管理层，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交

易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下。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稳盛投资是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陈长春先生是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兼稳盛投资董事

长。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稳盛投资：系2010年3月16日在中国天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从

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的咨询服务；股东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稳盛（香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陈长春先生：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兼稳盛投资董事长。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是稳盛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的优选共赢基金的出资份额。根据有限

合伙协议，公司拟向优选共赢基金认缴49%的出资份额即人民币2.94亿元，陈长春先生拟

向优选共赢基金认缴1%-10%的出资份额，具体根据有限合伙协议正式签署时其他非关联

方作为优选共赢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正式认缴的份额予以确定。交易类别是与关联人共同投

资。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定价方法采用市场定价法，公司及陈长春先生对优选共赢基金的每一份实际出资所对

应的收益分配权益与优选共赢基金的其他非关联有限合伙人等同；公司及陈长春先生在优

选共赢基金的表决权在部分关联事项上需回避。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优选共赢基金的规模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其中本公司拟认缴49%的出资即人民币

2.94亿元，陈长春先生拟根据资金募集情况向优选共赢基金认缴1%-10%的出资。 优选共

赢基金将以劣后级出资的形式与稳盛投资对外定向募集的优先级资金及其他劣后级资金

（如有）共同对由稳盛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项目基金进行出资，并通过项目基金对本公

司的项目实施股权投资及债权投资。

优选共赢基金存续期限为四年，普通合伙人可独立决定将回收期延长两次，每次延长

一年；其投资决策由基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由基金的管理人组建，并且必须包括一名与

基金管理人无关联关系且有一票否决权的外部委员）做出。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及陈长春先生对优选共赢基金认缴并实缴出资，将有利于扩大稳盛投资管理资

产规模,加强外部投资人对优选共赢基金的投资信心，加快完成优选共赢基金的对外资金

募集。 本次交易的实施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全

体董事（其中五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声明及独立意见。

本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16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收到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累

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达447,150,9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000002%。 公司将督促

其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截止到2014年4月23日，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本公司股份达到670,726,4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000003%。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748

证券简称：上实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4-08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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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上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上实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股权投资管理公司， 并由该平台公司引进实力较强的

金融机构共同成立资本管理公司作为GP，发起设立相关房地产基金。 上海上

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上实发展

关联企业，故本事项构成与关联企业的共同投资。

●三名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在做优做强房地产主业的同时，充分整合内外部优

势资源，实现公司地产主业向金融产业的延伸和拓展，推动公司多元化布局，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在做优做强房地产主业的同时，通过充分整合内

外部优势资源，实现公司地产主业向金融产业的延伸和拓展。为实质开展金融

地产业务，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上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上实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股权投资管理公司， 暂定名为上海实悦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并由该平台公司引进实力较强的金融机构共同成立资本管理公

司作为GP，发起设立相关房地产基金。

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召开总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上海上

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上实

（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此上海上实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为上实发展的关联企业，本事项构成与关联企业共同投资，公

司三名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上海上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肆仟玖佰贰拾柒万贰仟伍佰元（RMB249,272,

500），法定代表人杨锡生。 公司经营范围：在上海市以合资、合作、独资方式从

事工业、商业、房地产、基础设施行业的投资；从事企业兼并、产权转让和项目

融资的中介和咨询服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拟共同投资的公司上海实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为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上海上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

币1530万元， 占公司注册资本51%， 上海上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47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9%。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实业投资、市

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等（具体以工

商核准为准）。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通过整合内外部优势资源，搭建平台性投资公司，并引进实力较强的金融

机构进行战略合作， 共同发起设立房地产基金， 在做优做强房地产主业的同

时，打造产融结合及新产业链平台，推动公司多元化布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为公司未来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前书面征求了独立董事的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对此

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实清楚，交易过程遵循了公平、合理

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项关联交易未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总裁办公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111

证券简称：包钢稀土 编号：

(

临

)2014-012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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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连带责任。

4月16日，公司披露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现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

求，将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71.71%

的原因说明如下：

稀土市场在2011年上半年出现过一轮快速上涨，此后伴随国内外宏观经

济走弱，稀土下游需求不振，产品价格自2011年7月后不断下行。 目前跌势虽

然逐渐放缓，但至今仍未有明显回暖迹象。 2014年一季度，虽然稀土镨钕产品

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跌幅不大， 但作为公司产量最大的镧铈类产品下跌趋势

仍比较明显（与去年同期市场价格相比，降幅达60%），致使公司今年一季度

经营业绩受到了一定影响。

同时，公司去年一季度实现销售收入23亿元中，对重点大客户实现销售收

入和净利润占比较大。 而今年第一季度公司未向重点大客户销售产品。

在市场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公司一季度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加大市场营销

力度，降低期间费用，有效对冲了部分减利因素。 如不考虑大客户销售和市场

价格下滑因素，公司销售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并未减少。

特此说明。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2014-014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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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 396号），就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事项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20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

公告进行。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 公司如发生重大事

项，应及时报告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

券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4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

600183

公告编号：临

2014

—

011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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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连带责任。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4月22日收到董事黄铁明

先生的辞呈。 黄铁明先生因退休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员等职

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黄铁明先生辞去董事职务未

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黄

铁明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辞呈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及董事会衷心感谢黄铁明先生在任职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

献！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编号：临

2014－036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第二期短期

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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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发行了2014年度第二期

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6.13%，兑付日为2014年4月23日（详

见2014年1月23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二期短期融

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14年4月23日，本公司兑付了该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15,283,013.70

元。 截至目前，本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券的余额共计人民币16亿元。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755

股票简称：厦门国贸 编号：

2014-19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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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426号）文件（以下简称“批复” ）。 批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原股东配售372,634,048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实施本次配股。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249

证券简称：两面针 公告编号：临

2014

—

020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3

年度业绩

及现金分红网上说明会召开时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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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14年5月22日（星期

四）上午9:30-11:00在上证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召开2013年度业

绩及现金分红网上说明会，就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事项与公司投资者进行

沟通和交流（详见公司于2014年4月19日披露的《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3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为确保更多投资者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有效保证回复质量，公司将上述业绩及

现金分红网上说明会召开时间调整为2014年5月22日（星期四）15:00-16:30。 公

司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加，并建议投资者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将需

要了解的情况和关心的问题提前反馈给公司，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