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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煤业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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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10日披露了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12），现将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等内

容补充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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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2015年4月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其

中经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推荐选举产生的董事张鸿鸣先生、李治洪先生、李立先生、张昆华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

的表决。 由4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公司3名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二）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14年,公司严格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报告的议案》所确定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

内执行交易，交易公允且未对公司造成任何风险，亦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2014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事项

2014

年预计交易金

额

2014

年度实际发生

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770

4207.38

预计范围内

接收劳务

214.76

销售商品

2800 2409.28

预计范围内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5200

1371.22

为控制成本

，

公司减少高

炉煤气采购

接受劳务

98.48

销售商品

188000

142833.21

受钢铁市场影响

，

焦炭销

售价格下降

、

煤气销量减

少

。

提供劳务

343.17

云南昆钢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购买商品

500 114.28

预计范围内

销售商品

10000 0

没有开展与该公司的煤炭

贸易业务

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200 5.5

预计范围内

销售商品

63360 57861.28

焦炭售价下降

、

销量减少

红河钢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9600 31568.75

焦炭售价下降

、

销量减少

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商品

6500

1235.01

预计范围内

接受劳务

4863.42

销售商品

500 1.1

合同结算单位发生变化

云南昆钢水净化科技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4000 3048.27

预计范围内

迪庆经济开发区昆钢铁

合金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00 578.55

焦炭销售价格下降

云南昆钢拓展钢铁炉料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0 248.13

焦炭销售价格下降

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轧钢福利厂

采购商品

300 101.98

预计范围内

销售商品

100 29.96

云南华云双益综合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900 673.01

预计范围内

云南昆钢重型装备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500

1065.51

设备检修业务量减少

接受劳务

1221.33

销售商品

500 159.11

预计范围内

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造

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00 248.25

预计范围内

昆钢集团设计院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

500 529.55 -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1.16

煤气销售量减少

销售商品

1200 699.78

云南浩绿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900 640.91

煤气销售量减少

销售商品

1500 813.54

云南昆钢桥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800 3199.3

焦炭销售价格下降

昆明华凌高恒磁性材料

公司

销售商品

360 2.8

煤气销售量减少

云南泛亚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0.96

预计范围内

接受劳务

1900 1570.3

云南昆钢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1500 1248.17

预计范围内

昆钢桥钢工贸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600 306.68

预计范围内

云南华云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

购买商品

300 44.36

预计范围内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600 493.31

预计范围内

云南泛亚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0.69

受省内及周边煤矿政策性

停产及矿难影响

，

煤炭贸

易量减少

销售商品

15000 5476.24

云南华云天朗环保有限

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350

243.3

预计范围内

接受劳务

30.9

昆明春景园林绿化有限

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600 221

预计范围内

云南华云实业总公司双

扶福利厂

购买商品

47.02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云南润华水业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2.72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曲靖昆钢嘉华水泥建材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34.21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销售商品

5.03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云南昆钢冶金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3.01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云南昆钢集团电子信息

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3.94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云南华云园艺工程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13.63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云南昆钢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2.33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云南昆钢文创印刷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10.51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昆明金鑫旅行社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

39.65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接受劳务

31.43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云南昆钢电视网络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10.26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昆钢酒店旅游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8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云南昆钢兴达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3.75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云南昆钢石头纸环保材

料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5.01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金平勐桥亚泰有限责任

公司

接受劳务

10.67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云南泛亚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25.01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云南昆钢集团山河工程

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5.16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昆钢新型复合材料开发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63.31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云南昆钢瑞通经贸有限

公司

购买商品

11.31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云南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0.69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安宁昆钢水处理药剂厂 购买商品

1.06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安宁双益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24.29

金额较小

，

未预计

。

合 计

372,840.00 270,292.72

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有偏差， 系关联各方依据市场实际情况调整生产经营计划所

致。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增加了部分关联方的交易金额，交易价格采用市场定价原则，公允、公平、公正，不存

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由于该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小，未达到披露标准，故公司临时公告未进行披露。

（三）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事项

2015

年预计交易金

额

2015

年

1-3

月与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300 1001.16 4207.38 28.8

-

接收劳务

300 0 214.76 -

销售商品

2600 523.37 2409.28 3.26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000 546.2 1371.22 100

根据公司

2015

年生产经营

预算编制

接受劳务

1000 453.85 98.48 -

销售商品

149600 37043.883 142833.21 40.01

提供劳务

400 37.42 343.17 -

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00 0 5.5 0.06

根据公司

2015

年生产经营

预算编制

销售商品

65000 12153.192 57861.28 16.74

红河钢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0000 6901.158 31568.75 9.13

根据公司

2015

年生产经营

预算编制

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商品

1500 198.07 1235.01 8.45

-

接受劳务

5000 755.795 4863.42 -

提供劳务

50 0 1.1 -

云南昆钢水净化科技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3500 766.77 3048.27 -

根据公司

2015

年生产经营

预算编制

迪庆经济开发区昆钢铁

合金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00 3.6 578.55 0.17 -

云南昆钢拓展钢铁炉料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00 0 248.13 0.07 -

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轧钢福利厂

采购商品

150 34.95 101.98 1.09

-

销售商品

100 6.66 29.96 0.01

云南华云双益综合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700 173.26 673.01 - -

云南昆钢重型装备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300 374.97 1065.51 11.38

根据公司

2015

年生产经营

预算编制

接受劳务

1700 128.71 1221.33 -

销售商品

300 21.53 159.11 0.32

根据公司

2015

年生产经营

预算编制

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造

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00 12.03 248.25 - -

昆钢集团设计院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

300 0 529.55 - -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00 1.09 11.16 0.12

根据公司

2015

年生产经营

预算编制

销售商品

1000 125.39 699.78 0.56

云南浩绿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900 139.66 640.91 -

-

销售商品

1000 202.68 813.54 1.62

云南昆钢桥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500 557.45 3199.3 0.93 -

云南泛亚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0 0.96 -

根据公司

2015

年生产经营

预算编制

接受劳务

1900 314.15 1570.3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600 146.1 493.31 5.27 -

云南泛亚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0 0.69 -

根据公司

2015

年生产经营

预算编制

销售商品

3000 0 5476.24 64.08

云南华云天朗环保有限

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100 0 243.3 2.6

-

接受劳务

200 0 30.9 -

昆明春景园林绿化有限

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300 0 221 - -

云南泛亚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450 28.84 25.01 -

根据公司

2015

年生产经营

预算编制

云南昆钢集团电子信息

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00 43.52 103.94 -

根据公司

2015

年生产经营

预算编制

合计

293,850.00 62,695.46 268,446.5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郎家庄

法定代表人：王长勇

注册资本： 602113.2万元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资产托管、实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企业的兼并、收购、租赁；钢铁冶炼及其压延产品加

工、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焦炭及焦化副产品、机械制造及机械加工产品、耐火材料、建筑材料、工业

气体、物资供销业、冶金高新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通讯电子工程、计算机硬件、软件、电器机械及器件、电力塔架；钢

结构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企财险、货运险、建安工险保险兼业代理；矿浆

管道输送、管道制造技术及管道输送技术咨询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

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国强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

注册资本：238426.33万元

经营范围：冶金产品及副产品，冶金矿产品和钢铁延伸产品、化工产品、建筑材料、冶金辅助材料、成套冶金设

备生产及销售、机电设备设计、制造、进出口业务、工业技术开发、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股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3)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和智君

注册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研和镇

注册资本：169600万元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金属制品加工销售，焦炭及焦化副产品；高炉水渣、水泥、工业气体、管道燃气

的生产销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五金、化工产品的制造销售；冶金高新技术的开发及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股公司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4)红河钢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和智君

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红河州蒙自市雨过铺镇

注册资本：234554万元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及压延加工，钢铁产品的销售，黑色金属矿、钢铁产品、机械设备的销售，电器仪表的进出

口，铁矿石来料加工及出口，冶金高科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工业气体生产、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红河钢铁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参股公司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5）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长勇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

注册资本：658649.13万元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及其压延产品加工：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焦炭及焦化副产品、机械制造及

机械加工产品、耐火材料、建筑安装、建筑材料、计算机硬件、软件、电器机械及器件的经营；国内商业贸易；物资供

销业；冶金高新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企财险、货运险、建安工险保险兼业代理；进出口业务；房地产业；工程设计、工

程监理；通讯电子工程；旅游业等经营项目的管理；种养殖业；副食品加工销售；货物仓储。 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范围：动力能源、工业气体、医用氧（气态、液态）、铁路运输及修理、汽车运输及修理、成品油零售、绿化工程、园林

绿地管护。（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6)云南昆钢水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阳

注册地址：安宁市昆钢集团二号办公楼219号

注册资本：12816.21万元

经营范围：水净化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水净化环保工程及其配套设施设备的总包、设计、安装、销售；

水处理药剂的销售；水净化环保技术咨询及服务；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昆钢水净化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7)迪庆经济开发区昆钢铁合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文

注册地址：迪庆经济开发区老虎箐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铁合金产品的生产、销售、采购；锰系、铬系、硅系、特种铁合金产品及其主要原材料的生产、购销；炼

钢脱氧剂的生产、购销；铁合金设备的制作、安装；铁合金冶炼技术咨询服务；钢材的采购、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

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迪庆经济开发区昆钢铁合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

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8)云南昆钢拓展钢铁炉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文

注册地址：东川区铜都镇四方地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的要求，企业在办理了环保、安全生产的许可后，可开展铁合金、锰系、铬系、

硅系、炉料、炼钢脱氧剂的生产、销售活动。（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

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昆钢拓展钢铁炉料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9)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轧钢福利厂

法定代表人：樊宏辅

注册地址：安宁市昆钢钢海路

注册资本：191万元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压延加工销售；组合钢模板制造销售；金属结构件制作安装小五金件制作；门窗制作安装；

冶金筑炉，塑料编织袋（危险化学品包装物）、麻袋加工销售、冷拔拉丝生产销售、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装卸、搬运

劳务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华云实业总公司轧钢福利厂实际控制人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0）云南华云双益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刚

注册地址：安宁市昆钢郎家庄

注册资本：900万元

经营范围：装卸、劳务、搬运、化工机械设备的制造安装工程及维修，炼焦设备大、中修及部分设备制造安装工

程，机电产品（含起重设备修理），冶金大修，铁路线路、龙门吊轨道、行车轨道新建、大中修，铁矿石搬运及回收，工

业废弃物回收；民用建材，矿产品，房屋修缮，房屋装饰、装修，水电安装，保温材料；防腐防水材料施工；机械设备及

管道构件清洗；锯材、木制成品、半成品、木家具、人造板的销售；道路、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普通货运。 （以上经营范

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华云双益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

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1）云南昆钢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开万

注册地址：昆明经开区经开路3号昆明科技创新园2A18-9号

注册资本：58537.105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及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起重机械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改造、维修及销售；锅炉、压力容

器特种设备、电子汽车衡的生产制造、销售、维护；钢结构的设计制造；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水资源专用机械

的制造、安装、销售；金属工艺品的制造、销售；钢结构工程的施工承包；房屋建筑工程；冶金建设项目的施工；冶金

设备、电器设备的检修、安装、维护服务；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以下范围限分公司经营：重

型铸造设备备件的生产、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

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昆钢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2）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造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睿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昆钢

注册资本：17006.5万元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及压延产品加工，机械制造和机械加工产品及备品配件，工业气体生产销售（不含危险

品），各类型冶金、有色工业建设项目的施工，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限顶），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炉窗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变压器、电机、电器修理；变压油分析化验；电机转子风机叶轮平衡校验及修复服务；

设备修理及电刷渡，热喷涂。 起重机械、压力容器、带式输送机制造；起重机械安装、维护、改造、锅炉维修，压力管道

安装，A级锅炉部件制造；预拌混凝土的生产及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造建安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

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3)昆钢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志丹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昆钢

注册资本：650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设计及相关工程咨询、工程装潢和装饰设计、图文信息、工程服务；建筑工程总承包、冶金矿山

工程总承包、市政工程总承包、机电设备工程总承包、装饰工程总承包；机电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矿产品、橡

胶制品的销售；冶金矿山技术服务、咨询；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的生产、安装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昆钢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4)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百宽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连然镇

注册资本：2039.9�万元

经营范围：耐火材料、炉料、建筑材料、金属结构件、模具、直接还原铁、冶金辅料的加工、销售；公路运输（凭许

可证经营）；金属材料，金属结构件的制作、安装、化验、检验、租赁；耐火材料的技术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中涉

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股公司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5）云南浩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恒云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金方街道办事处昆钢东区原销售公司办公楼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经营范围：昆钢内部电、煤气供应；国内贸易；物资供销；商品零售；物业管理；家政服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监

理、施工；绿化景观维护；园林绿化技术咨询服务；餐饮服务；农贸市场综合经营管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花卉、苗

木的销售；林木种子生产销售(按照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种类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防腐工程；金属制品的销售；土石方工程承包；管道工程承包；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

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水果、蔬菜、生鲜食品，水产品的销售（以下经营范围仅限分公司经营）：

卷烟、雪茄烟的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

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浩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6)云南昆钢桥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瑜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昆明钢铁厂区内

注册资本：12300万元

经营范围：钢压延加工及销售，钢铁冶炼产品及销售、机械加工、水净化材料加工及销售；金属材料、矿产品、钢

材、生铁、汽车配件、百货、五金交电、机电产品、建筑材料、农机产品（含农用车）、农机配件、工矿配件、金属结构

件、电子产品的购销；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物业管理、卫生洁具、装饰材料、水暖通风设备的销售；设

备检修安装、修理修配业务；化肥零售。（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

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昆钢桥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股公司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7)云南泛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侠

注册地址：昆明经开区经开路3号科技创新园A11-26室

注册资本：41513.1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运代理、仓储服务、搬运装卸、物流信息服务、物流配载；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设备租

赁；保洁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泛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8）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吕庆胜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76号

注册资本： 18585.11万元

经营范围：盐及其系列产品的开发、加工和销售；化工盐及其系列产品的开发加工销售；食品添加剂盐酸、食品

添加剂氢氧化钠（液体）；日用化工产品，化妆品，盐包装材料、防伪＂碘盐标志＂，无水硫酸钠的生产、加工和销

售、盐业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批发、零售副食品，建筑、装饰材料；氯碱化工及其系列产品、化工产品及其原料、合

成树脂及塑料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其它有机及精细氯产品（以上项目涉及危险化学品的须凭相关许可证经营）；原

辅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的经营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生产性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钻井，机电机械

产品制造、修理、安装；氯化钠、硫酸钠采矿（凭许可证经营）；铁路专用线共用业务；现代物流配送，代理经营配套

设施建设及连锁经营；一、二类压力容器设计、制造、安装，水力发电投资，锅炉安装（B级）压力管道安装（ＣC2

级）；液氯、硫磺、氟硅酸钠、磷酸、腐蚀品的批发。 酒类经营、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及粮油制品的批发零

售。饲料、硅锰合金、硫酸的销售；硫酸的生产（限分支机构）。农产品及农副产品的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是公司第二大股东的孙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9）云南泛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宁市昆钢物流园

法定代表人：张晓雷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服务及配套增值服务，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口。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泛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股公司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0）云南华云天朗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克邹映

注册地址：安宁市连然镇龙宝寺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各型环保设备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配件销售；废气、废水、物理性污染、固废的环境污染治理工

程的技术设计及咨询服务；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废物综合利用（仅收集、销售、提供技术服务，不得进行生产、加

工、制造）;房屋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工程。 金属结构件、标准件及机械零部件加工

制造、冷作铆焊；机械修理安装；薄板制品加工制作及表面喷涂装饰；五金交电、机电产品销售。（以上经验范围中涉

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华云天朗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1）昆明春景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福寿

注册地址：安宁市昆钢朝阳路9号（二楼）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绿地养护；绿化苗木、花卉、籽种的种植、销售；园林机具的销售、出租；自

有房屋的出租、销售；园林绿化技术咨询；环卫清扫、清运；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昆明春景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昆明钢铁

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2）云南泛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昆宁

注册地址：云南昆钢节能减排中心办公楼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节能服务、咨询；能源审计、评估、诊断；节能项目投资；节能设备运行维护；提供能源系统解决方案

及能源成套产品设计、安装、运行维护；国内贸易、物资供销。（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

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泛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昆明钢

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3）云南昆钢集团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巫乔顺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昆钢朝阳路

注册资本：4534.7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仪表、电子秤系列、计算机软硬件、通讯电子工程、电子产品、光电产品、自动化控制、电子商务、

汽车电子系统修理、家用电器修理、管道矿浆输送、煤炭、焦炭、矿产品的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昆钢集团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

方。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公司下属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为：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同期市场价格

为参考，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定价，与市场销售或购买同类产品、接受或提供服务的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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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本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861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8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印生活圈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海印生活圈进展情况

2013年12月21日，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印股份”

或“公司” ）“海印生活圈” 正式上线。 “海印生活圈” 是基于大平台、大系统

和大数据的移动互联模式而打造的集人流、车流、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为一体的线上线下整合的大平台，围绕消费者吃、穿、住、用、行、玩6大生活领

域，构建一个线上线下融合的全立体覆盖的生活消费圈，致力成为广州本地生

活服务首选品牌。

“海印生活圈” 上线以来，公司积极通过线上线下活动、免费WIFI、二维

码扫描、微信等多种渠道吸纳会员。截止本公告日，“海印生活圈” 已经发展会

员超百万。

与此同时，基于动态监控人流轨迹、及时掌握消费数据、科学分析消费行

为的“Wi-Fi人流监控系统” 初步建成并上线。

二、Wi-Fi人流监控系统介绍

2015年4月13日，海印生活圈的Wi-Fi人流监控系统正式上线。 此系统是

海印股份为海印生活圈新设的电商事业部，联同信息管理部，携手外部专业机

构共同合作研发。

目前Wi-Fi人流监控系统已经覆盖流行前线、花城汇运动城、东川名店、

总统数码港和缤缤广场等商场， 未来将在海印股份旗下的所有商场中全面铺

开。

Wi-Fi人流监控系统可以实现以下核心功能：1、店铺到访客户统计；2、人

流热点分析；3、人流轨迹分析。 通过对人流、客户信息和消费行为的精确统计

和分析，将为互动营销和精准营销奠定基础。

三、本次Wi-Fi人流监控系统上线对公司的影响及意义

伴随着移动互联的深入发展，线下商场已经成为重要的流量入口，提升人

流和客流量、提高人流的转化率是线下商业亟需突破的核心命题。 而LBS（基

于位置服务）要素的不断引入，使得场景驱动型的搜索与发现模式出现巨大

的发展空间。

此次公司Wi-Fi人流监控系统的上线，有助于公司对人流、客户信息和消

费行为的精准掌握， 实现特定场景中消费者的精准定位， 为精准营销奠定基

础；通过构造智能化的应用场景，让消费者与场景中的商品和服务资源实现连

接与互动，丰富用户的消费体验，最终提升场景化消费，提高人流的购买率和

转化率； 丰富和完善了海印生活圈的服务功能， 将进一步推进公司的O2O战

略，将加速公司“互联网+” 的转型升级步伐，有助于提升海印生活圈的核心

竞争力和平台价值。

四、海印生活圈未来发展战略

（一）将海印生活圈致力打造成为广州生活圈乃至广东生活圈

海印生活圈是基于移动互联、大数据、智能支付等技术和手段打造的线上

线下整合平台，顺应了商业的发展趋势，迎合了市场的最新需求，是公司O2O

战略的集中体现，是公司“互联网+” 战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加速推动

公司“家庭生活休闲娱乐中心运营商” 战略定位的打造。未来，公司将在商业、

文娱、金融等多个领域持续丰富和强化海印生活圈的平台服务功能，致力将其

打造成为集吃、穿、住、用、行、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广州本土乃至广东全省首

选生活品牌。

（二）未来以海印生活圈为平台，融合商户、消费者以达到提升交易量的

目的

海印生活圈打破了线上线下的壁垒，简化了交易流程，提升了消费体验，

有助于交易的实现。随着海印生活圈会员规模的持续壮大，其影响到的商户与

消费者也越来越多，将极大提高公司旗下商场的交易量。而交易量的持续提升

又会加大对商户和消费者的吸引，从而扩大海印生活圈的会员规模。 如此，将

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良性互动格局。

（三）借助海印生活圈，最终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

随着会员数量和交易规模的持续增长， 海印股份大数据平台将进一步夯

实；与此同时，公司将通过控股子公司广东商联支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打通支

付环节、形成O2O闭环，成为资金往来和资金沉淀的大平台。 数据和平台打通

了商户和消费者资金供求的信息传递和流通渠道， 将有效满足商户和消费者

的支付需求和金融需求，为公司发展互联网金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助于公

司的流量变现。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80

证券简称：黄海机械 公告编号：

2015-022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与上年同

期的增减变动幅

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121,279,028.84 106,943,404.52 200,333,124.78 -46.62%

营业利润

16,793,326.31 15,419,360.34 32,294,719.85 -52.25%

利润总额

20,720,653.81 17,175,598.84 40,659,903.81 -5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627,276.70 14,182,935.63 35,736,160.23 -60.3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2 0.18 0.45 -6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8% 2% 5.14% -3.1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与本报告

期初的增减变动

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资产

774,159,442.14 783,694,290.32 775,664,301.55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714,335,735.76 710,697,652.59 706,222,997.51 0.63%

股本

80,000,000.00 80,000,000.00 8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8.93 8.88 8.83 0.57%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1、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披露《2014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1）。

预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6,793,326.31元， 同比减少48%； 利润总额20,720,

653.81元，同比减少4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627,276.70元，同比减少

50.67%。

根据会计师的初步审计，现预计2014年营业利润15,419,360.34元，同比减少52.25%；

利润总额17,175,598.84元， 同比减少5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182,

935.63元，同比减少60.31%。

2、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

（1）经会计师初步核查，公司巴基斯坦外销收入，未能全部满足收入确认的条件，从

而导致净利润减少2,565,246.76元。

（2）其他零星合并调整减少净利润879,094.31元。

三、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修正公告数据是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初步审计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

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业绩快报修正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680

证券简称：黄海机械 公告编号：

2015-023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

于2015年3月23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5-014）、并于2015年3月28日和2015年4月4日分别发布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17、2015-019）。

现公司确认，本次停牌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黄海机械，股票代码：002680）自2015年4月14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30个自然日，即承诺争取将在2015年5月14日前披露符

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

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

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

的，公司股票最晚将于2015年5月14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

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

书），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

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公司自停

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722

证券简称：金轮股份 公告编码：

2015-033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进展暨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4月2日，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与海富投资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2500万元人民币与南通海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海富投资” ）共同发起和募集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借助资本市场，实现持续发展。 基金总

规模预计2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

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近日，并购基金管理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

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 南通金源汇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注册号：320600000298542

3、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主要经营场所：南通市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路999号

5、执行事务合伙人：南通海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黄月辉)

6、成立日期：2015年04月07日

7、合伙期限：2015年04月07日至2020年04月06日

8、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4日

股票代码：

600231

债券代码：

122087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简称：

11

凌钢债 编 号：临

2015-023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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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5年4月13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4月9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方式发

出。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9人。会议由董事长张振勇先生主持，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会

议经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减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根据目前股票市场

发展态势及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拟在未来一年内择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出售公司所持有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光大银

行” ，股票代码：601818）股权。

截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日，本公司持有光大银行股票6,989,975股，

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0.015%。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适时平稳减持光大银行股权。

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4日

股票代码：

002357

股票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2015-026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3月30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5年3月31日刊登了《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2）， 于2015年4月4日刊登了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5-024）。

鉴于公司拟筹划的重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04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编号：

2015-007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因相关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东光微电，证券代码：002504）于2015年4月7日

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04月07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6）；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信息网（http://www.cninfo.com.cn）。

鉴于该事项仍在论证和商讨过程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4月14日（星期二）起继

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确定后将尽快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481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2015-019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停牌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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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项，鉴于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股票简称:双塔食品，股票代码:002481）于2015年4月13日(星期一)13:00起临时停

牌。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239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5-011

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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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控股股东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省城投集团” ）获得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5亿元，期限1年。 公

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本次为省城投集团提供担保在公司2015年度授权范围之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公告日， 公司为省城投集团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4.5亿元 （未包含本次担

保），省城投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6.5亿元；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约为人民

币80.76亿元（未包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12.59%。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