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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09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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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控股”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5,225.2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49.50%，灵康控股累计质押公司股票数量为18,953.12

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5.14%，占公司总股本的37.19%。

●灵康控股本次办理延期购回的业务，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截至目前，灵康控股所持股份的质押风险

可控，不存在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

2020年3月27日，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药业” 或“本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灵康控股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具体情况

2020年3月26日， 灵康控股将其质押给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2,945.60万股办理了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业务，质押期限延期至2021年3月26日。

1、本次延期购回涉及股份的质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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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次延期购回主要系灵康控股根据其资金的安排，与浙商证券沟通协商后进行的延期。灵康控股资

信状况良好，有足够风险控制能力，质押风险可控，具备履约能力。

2、本次延期购回的质押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灵康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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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康控股 25,225.20 49.50% 18,953.12 18,953.12 75.14% 37.19% 0 0 0 0

陶灵萍 3,439.80 6.75% 0 0 0 0 0 0 0 0

陶灵刚 1,720.99 3.38% 1,262.33 1,262.33 73.35% 2.48% 0 0 0 458.64

陶小刚 1,146.60 2.25% 565.04 565.04 49.28% 1.11% 0 0 0 0

合计 31,532.59 61.88% 20,780.49 20,780.49 65.90% 40.78% 0 0 0 458.64

二、灵康控股股份质押情况

1、灵康控股质押股份中11,033.88万股将于半年内到期，对应融资余额3.30亿元，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43.74%，占公司总股本的21.65%；5,946.50万股将于未来一年内到期，对应融资余额1.28亿元，占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3.57%，占公司总股本的11.67%。

2、灵康控股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资金来源包括经营性现金流、投资收益等。

3、灵康控股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灵康控股资信状况良好，有足够风险控制能

力，质押风险可控。 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生产经营能力、融

资授信、融资成本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若出现平仓风险，灵康控股将采取包括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提前

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

2020-044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战略投资方对公司子公司增资扩

股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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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5日、2月11日，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战略投资方对公司子公司增资扩

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公司吉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科技” ）拟

以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蒙牛” 、“投

资方” ），内蒙蒙牛拟以现金 457,643,481.00�元对吉林科技进行增资扩股。 2020年1月5日，相关各方签署

了《关于吉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投资协议》” ）。 有关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已于2020年1月7日、2月12日分别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关于战略投资方对公司子公司增资扩股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5）、《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4）。

近日，《投资协议》约定之投资款支付的先决条件已全部达成。 2020年3月27日，公司子公司吉林科技

已收到内蒙蒙牛支付的全额投资款人民币457,643,481.00元。

吉林科技将于近期内向公司工商行政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公司将根据相

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

2020-045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

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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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7日收到内蒙古蒙牛乳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蒙牛” ）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

司” ）《过户登记确认书》，内蒙蒙牛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本公司20,467,853� 股流通股份事项已在中登公

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0年1月5日，公司股东沂源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王永香、刘木栋、沂源华旺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合称“转让方” ）与内蒙蒙牛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内蒙蒙牛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转让方

合计持有的本公司非限售流通股份 20,467,8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具体转让数量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股份数（股） 占本公司股权比例

沂源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

中心

内蒙蒙牛

6,347,988 1.55%

王永香 6,488,192 1.58%

刘木栋 5,686,057 1.39%

沂源华旺投资有限公司 1,945,616 0.48%

合计 20,467,853 5.00%

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方与受让方基本情况、协议转让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

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3）及相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文

件。

二、股份过户情况

2020年3月2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协议转让股份

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过户日期为2020年3月26日。

三、转让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此次过户完成前所持股份 此次过户完成后所持股份

股份数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

（股）

持股比例

（%）

沂源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

心

28,996,422 7.0800 22,648,434 5.5329

王永香 26,955,607 6.5849 20,467,415 4.9999

刘木栋 26,135,961 6.3850 20,449,904 4.9956

沂源华旺投资有限公司 11,158,211 2.7258 9,212,595 2.2505

内蒙蒙牛 0 0 20,467,853 5.0000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2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和现金分红

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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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内容：海通证券2019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和现金分红说明会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2日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e互动” 平台（http://sns.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说明会通过网络方式召开，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e互动” 平台中“上证e访谈”

栏目同本公司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2020年3月26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和《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

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 因目前公司正在推进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如果公司

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则在完成利润分配前，公司不能进行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鉴于目前公司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正在推进过程之中，从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综合因素考虑，公司2019年度暂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相关公告和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

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拟于2020年4月2日通过网络方式召开2019年度业绩说

明会和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公司经营业绩、现金分红方案、发展规划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交流，解答投资者疑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0年4月2日上午10:00-11:00

2.�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e访谈” 栏目

3.�召开方式：本次说明会通过网络方式召开，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e互动” 平台中“上证e访谈” 栏目

同本公司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于2020年4月2日上午10:00-11:00访问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http:

//sns.sseinfo.com）的“上证e访谈” 栏目，在线与公司出席会议人员互动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

问。

2．投资者可以在2020年4月1日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解与关注的问题预先

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集中解答。

五、联系方式及咨询办法

1.�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电话：021-63411000

3.�联系传真：021-63410627

4.�联系邮箱：dshbgs@htsec.com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2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转让无异议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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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

的《关于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0]546号）。 根

据该无异议函，上交所确认公司拟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150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其挂牌

转让条件，对该债券在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无异议，且公司可在有效期及上述额度内在上交所分期进行挂牌

转让。 有效期自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无异议函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无异议函规定的有效期内，办理发行债

券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73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20

债券代码：

112622

债券简称：

17

千方

01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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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官方网站“行政许可办理大厅” 项下查询，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系统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于2020年3月22日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

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收文编号为200545。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

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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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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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夏曙东先生的通

知， 获悉夏曙东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及股票质押购回交易业务，

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夏曙东 是 11,220,000 4.68% 0.75% 否 否

2020-03

-26

2020-12

-30

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实际控

制的企

业生产

经营

合计 - 11,220,000 4.68% 0.75% - - - - - -

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夏曙东 是 8,720,000 3.64% 0.58% 2019-03-27 2020-03-27

上海海通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夏曙东 是 7,270,000 3.03% 0.49% 2019-03-27 2020-03-27

上海海通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合计 - 15,990,000 6.67% 1.07% - - -

三、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变动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变动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夏曙东

239,692,

806

16.08%

142,250,

000

137,480,

000

57.36% 9.22% 0 0% 0 0%

北京千方集

团有限公司

137,336,

276

9.21% 0 0 0 0 0 0% 0 0%

夏曙锋

21,773,

836

1.46% 5,843,000 5,843,000 26.83% 0.39% 0 0% 0 0%

合计

398,802,

918

26.75%

148,093,

000

143,323,

000

35.94% 9.61% 0 0% 0 0%

四、 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东夏曙东先生资信状况良好，目前所质押的股份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未对公

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夏曙东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

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并按相关规定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购回交易已达成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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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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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3月27日

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黎立璋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24日以专人递送、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参加会议董事8人（发出表决票8张），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人（收回有效表决票8张）。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与控

股股东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因本公司董事长黎立璋先生在三钢集团担任董事长；本公司董事张玲女士在三钢集团担任监事会主

席，在三钢集团的控股股东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本公司董事卢芳颖先生在

三钢集团担任董事；上述三人为关联董事。

本次会议在关联董事黎立璋先生、张玲女士、卢芳颖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5位

无关联关系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下同)。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福建三钢

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钢国贸公司）为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厦门国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三钢国贸公司51%的股权，本公司持有三钢国贸公司49%的股权,本公司董事李鹏先生

任三钢国贸公司总经理，李鹏先生为关联董事。 本次会议在关联董事李鹏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

席会议的其余7位无关联关系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

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三钢集团，三钢集团的控股股东为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冶金控股）。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公司与三钢集团的控股股东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因本公司董事长黎立璋先生在三钢集团担任董事长；本公司董事张玲女士在三钢集团担

任监事会主席，在三钢集团的控股股东冶金控股担任董事、总经理；本公司董事卢芳颖先生在三钢集团

担任董事；上述三人为关联董事。

本次会议在关联董事黎立璋先生、张玲女士、卢芳颖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5位

无关联关系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8年6月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取得福建三安钢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安钢铁）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三钢集团、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集团）、福建省安溪荣德矿业有限

公司和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三安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三钢闽光6.67%

的股份，三安集团成为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三钢闽光5%以上股份的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三安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三安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于2019年7月3日限售期届满，截止2019年12月31日，三安集团直接及

间接合计持有三钢闽光的4.4561%股份，三安集团已减持至5%以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过去十二个月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视同为上市公

司的关联方，故2020年度三安集团仍被视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表决结果为：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4项议案的内容，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闽光云商有限公司2020年度新增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福建闽光云商

有限公司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同意子公司福建闽光云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光云商）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

的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人民币61亿元（人民币陆拾壹亿元整)。

子公司闽光云商根据其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 新增向以下2家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2亿元，

该授信额度不计入上述61亿综合授信额度之内，具体如下：

1、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拾亿元整；

2、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贰亿元整；

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闽光云商向上述2家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人民币12亿元

（人民币壹拾贰亿元整)，最终闽光云商获得的授信额度以各家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以上

授信额度并不等同于闽光云商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闽光云商的具体融资金额将视该公司生产经营对

资金的需求来确定。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闽光云商财务总监办理公司上述综合授信额度范围内一切与

金融机构融资有关的事项，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闽光云商承担。

根据本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或签订银行融资合同(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借

款合同、开具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若单次交易金额(指的是综合授信申请金额或具体融资金额，下同)

或一年内累计交易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的，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新增申

请授信额度12亿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由公司董事会审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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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3月27日上午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黄标彩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24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监事5人（发出表决票5

张），实际参加会议监事5人（收回有效表决票5张）。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2019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下同)。

2.�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上述4项议案的内容，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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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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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为满足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三钢闽光）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发挥公司及

其子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在2020年度将与部分关联方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现将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以及公司及其子公司预计与其在2020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公告如下：

一、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及其子公司预计2020年度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一）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

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三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年预计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向关联人采购

原、辅材料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 3,347,770.54 0.19

三明市三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36,254.17 0.01

三明市三钢矿山开发有限公司 250,000,000.00 162,545,603.82 0.44

明溪县三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00 60,595,668.29 0.16

三明市钢岩矿业有限公司 150,000,000.00 114,705,914.52 0.31

福建省闽光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10,000,000.00 0.00 0.00

曲沃县闽光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0,000.00 563,828,017.10 1.52

福建三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150,000,000.00 46,626,174.49 0.13

福建省三明钢联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0.00 103,855,763.95 0.28

福建三钢（集团）三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2,700,000,000.00 1,191,139,395.45 3.21

福建闽鹭矿业有限公司 10,000,000.00 0.00 0.00

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000.00 5,438,731,892.06 96.03

小计 19,780,000,000.00 7,687,412,454.39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 4,544,518.42 0.24

三明市三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3,000,000.00 895,961.87 0.04

三明市钢岩矿业有限公司 3,000,000.00 0.00 0.00

三明市三钢矿山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00.00 44,352,483.22 2.36

明溪县三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 834,380.40 0.04

三明市三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748,645.51 0.00

福建三钢（集团）三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2,500,000,000.00 1,078,214,634.61 57.53

福建钢松物产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 141.51 0.00

三钢集团(龙海)矿微粉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106,116,288.15 5.67

福建省三明钢联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0.00 764,531,347.11 1.75

福建三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150,000,000.00 23,356,393.24 0.03

福建省闽光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800,000,000.00 438,615,269.44 1.01

福建台明铸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555,806.45 0.03

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00 750,965.89 0.00

小计 4,854,500,000.00 2,465,516,835.82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 1,017,736.32 88.89

三明市三钢矿山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00 0.00 0.00

福建闽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41,216.13 0.00

三明市三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500,000.00 0.00 0.00

曲沃县闽光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 330.19 0.00

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0 31,808,459.35 1.70

福建三钢（集团）三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3,000,000.00 117,924.53 11.11

福建省闽光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3,000,000.00 5,694.01 0.00

小计 65,500,000.00 32,991,360.53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0 32,075.48 0.00

福建钢松物产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 3,447.68 0.00

三明市三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67,211,644.18 95.24

三明市三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100,466,460.01 5.59

福建三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600,000,000.00 201,162,523.28 11.19

福建闽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00 33,468,738.38 1.86

福建省三明钢联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 0.00 0.00

福建省闽光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5,000,000.00 3,358,533.00 4.76

小计 1,003,000,000.00 405,703,422.01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综合服务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000,000.00 28,490,566.20 100.00

小计 35,000,000.00 28,490,566.20

租入土地、办

公楼、设备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 2,710,393.48 9.43

福建三钢（集团）三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3,500,000.00 2,126,635.68 7.40

三明钢联电力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800,000.00 730,115.98 2.54

小计 7,300,000.00 5,567,145.14

租出土地、办

公楼、设备

福建三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4,000,000.00 2,466,478.96 41.58

三明市三钢矿山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0 229,961.76 3.88

福建三钢（集团）三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1,500,000.00 1,423,299.48 23.99

三明市三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300,000.00 274,110.24 4.62

明溪县三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960,000.00 16.18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0 578,594.64 9.75

小计 7,700,000.00 5,932,445.08

合 计 25,753,000,000.00 10,631,614,229.17

2020年1-2月， 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三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2,770,

491,980.21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参股公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0年预计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向关联人采

购原辅材料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化销售有限公司 1,000,000,000.00 619,945,735.88 1.67

国投闽光（三明)城市资源有限公司 2,500,000,000.00 736,383,261.16 1.99

福建三钢国贸有限公司 9,000,000,000.00 6,376,729,115.03 17.19

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30,000,000.00 0.00 0.00

小计 12,530,000,000.00 7,733,058,112.07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提供服

务

福建省闽光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600,000,000.00 262,533,491.39 0.60

国投闽光（三明)城市资源有限公司 500,000.00 283.02 0.00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化销售有限公司 500,000.00 828.30 0.00

福建三钢国贸有限公司 500,000.00 1,273.59 0.00

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10,000,000.00 566.04 0.00

小计 611,500,000.00 262,536,442.34

租入设备

福建省闽光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5,000,000.00 23,177,236.79 80.63

小计 25,000,000.00 23,177,236.79

合 计 13,166,500,000.00 8,018,771,791.20

2020年1-2月， 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参股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1,139,181,676.70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

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年预计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向关联人采购

原辅材料

福建省潘洛铁矿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000.00 121,719,913.52 0.33

福建省德化鑫阳矿业有限公司 550,000,000.00 260,498,054.44 0.70

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50,000,000.00 0.00 0.00

福建省华侨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 0.00 0.00

福建省连城锰矿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0 19,469,220.78 0.05

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0.00 518,146,195.35 1.40

小计 2,405,000,000.00 919,833,384.09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提

供服务

福建省潘洛铁矿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 0.00 0.00

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10,000,000.00 4,428,987.40 0.24

福建省德化鑫阳矿业有限公司 500,000.00 1,894.65 0.00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 2,174.53 0.00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5,000,000.00 1,008,362.99 0.05

福建省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500,000.00 566.04 0.00

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 500,000.00 7,420.48 0.00

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1,518.87 0.00

福建省华侨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 424.53 0.00

小计 27,500,000.00 5,451,349.49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10,000,000.00 4,358,950.95 0.24

福建省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1,000,000.00 159,669.93 0.00

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30,000,000.00 6,609,597.52 0.37

小计 41,000,000.00 11,128,218.40

合 计 2,473,500,000.00 936,412,951.98

� � � � 2020年1-2月， 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148,549,

207.55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下线简称三安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易

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三安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年预计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向关联人采购原辅

材料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5,000,000.00 965,944.49 0.05

小计 5,000,000.00 965,944.49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1,800,000,000.00 1,071,565,735.96 2.45

小计 1,800,000,000.00 1,071,565,735.96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5,000,000.00 - -

小计 5,000,000.00 - -

合 计 1,810,000,000.00 1,072,531,680.45

2020年1-2月， 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三安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65,454,

059.11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三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三钢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公司董事长黎立璋先生在三钢集团担任董事长职务，公司董

事张玲女士在三钢集团担任监事会主席，在三钢集团的控股股东冶金控股担任董事、总经理，公司董事

卢芳颖先生在三钢集团担任董事职务，上述三人为关联董事。

企业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注册

地址

最近一年（截止2019年12月31日

或2019年1-12月）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

交易主要内容

福建省三钢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母公司 黎立璋 300000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

关技术的进口业务，钢铁冶炼，钢材

轧制，普通机械制造，钢坯加工，焦炭

制造，生铁的批发、零售

福建

三明

总资产:�1,104,242.87

净资产:622,131.94

营业收入:�9,917.27

净利润:�137,130.77

原材料采购，土

地及设备租赁，

水、热、电、气供

应， 综合服务，

运输服务 ， 煤

气、钢材、原辅

材料、 气体、燃

料销售等

三明市三钢

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

同一母公

司

赖秋成 1275

普通货运；乘用车维修、货车维修；零

售：汽油、柴油。 吊车、装载机、挖掘机

出租；汽车配件的销售。

福建

三明

总资产:�7,506.63

净资产:�6,364.10

营业收入:�9,560.05

净利润:�848.62

货物运输 、 装

卸、汽车维修等

劳务， 油料、辅

助材料采购，钢

材及辅助材料

销售等

明溪县三钢

汽车运输有

限责任公司

同受三钢

集团控制

(该公司系

三明市三

钢汽车运

输有限公

司子公司)

邓华忠 100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

福建

明溪

总资产:�712.63

净资产:�683.09

营业收入:�671.01

净利润:�70.84

货物运输 、 装

卸、劳务等。

三明市三钢

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同一母公

司

曾福安 2000

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 房屋建筑工

程、土石方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钢结构工程、建筑防水工程、防腐保

温工程

福建

三明

总资产:�15,334.28

净资产:�9,247.45

营业收入:�16,514.36

净利润:�64.76

接受工程承包

劳务，钢材及辅

助材料销售等

三明市三钢

矿山开发有

限公司

同一母公

司

林新旭 6176

石灰生产加工；矿产品销售;建筑及

装饰材料.耐火材料的销售;采矿机械.

石灰生产机械的修理;劳务.技术.服务

(以上范围凡涉及国家专项专营规定

的按规定执行)*�许可经营项目

福建

三明

总资产:�11,875.08

净资产:�10,769.78

营业收入:�16,530.32

净利润:�1,238.77

石灰石采购、钢

材及辅助材料

销售等

福建三钢冶

金建设有限

公司

同一母公

司

曾福安 4479

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

业承包贰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 （以上各项凭资质证书经

营）。 机械设备产品、 备件加工与制

造；压力管道安装；起重机械制造；起

重机械安装、改造、维修；承试电力设

施业务叁级；压力容器制造；锅炉维

修。

福建

三明

总资产:�26,154.07

净资产:�9,748.20

营业收入:�28,168.27

净利润:�144.72

冶炼机电设备、

起重设备安装，

炉窑工程等劳

务，原材料及备

品备件采购，钢

材及辅助材料

销售等

三明市钢岩

矿业有限公

司

同 受 三 钢

集 团 控 制

(该公司系

三 明 市 三

钢 矿 山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之 控 股

子公司)

林新旭 100

石灰生产加工；矿产品、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耐火材料的销售；劳务、技术

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

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许可经营项

目

福建

三明

总资产:�8,561.59

净资产:�4,432.11

营业收入:�11,739.65

净利润:578.31

石灰粉、白云石

粉、脱硫石灰粉

采购，钢材及辅

助材料销售，提

供劳务等

曲沃县闽光

焦化有限责

任公司

同一母公

司

蒋能义 15500

焦炭、电力、热电及副产品的生产、加

工、 销售及相关服务； 经销煤炭、焦

炭；果树种植；站台租赁；搬运装卸服

务；铁路发运。

山西

曲沃

总资产:�98,091.40

净资产:�41,179.12

营业收入:�142,976.18

净利润:�13,344.44

焦炭采购等

福 建 三 钢

（集团）三明

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同一母公

司

吴建红 256400

焦炭的生产、销售；火力发电；普通货

物道路运输；肥料制造；对外贸易；汽

车零配件、橡胶制品的批发、零售。

福建

三明

总资产:�273,451.87

净资产:�131,290.29

营业收入： 104,550.02

净利润:8,078.79

气体、焦炭等原

辅材料采 购 ，

煤、电、钢材销

售等

明溪县三钢

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同 受 三 钢

集 团 控 制

(该公司系

三 明 市 三

钢 矿 山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之 全 资

子公司)

林新旭 100

矿产品、建筑材料（木材除外）、耐火

材料销售；劳务、技术、服务；石灰石

开采、加工。

福建

明溪

总资产:�5,454.43

净资产:�228.12

营业收入:6,062.17

净利润:163.76

石灰粉、白云石

粉采购等

福建省三明

钢联有限责

任公司

同一母公

司

池守恒 44600

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矿产品、机

械设备、纺织品及原料、五金交电、焦

炭、橡胶制品、日用品、文具用品、化

工产品、汽车零部件、农畜产品、纸；

再生物资回收； 对制造业的投资；冶

金技术的研究、推广、服务；仓储（不

含危险品）、物流（不含运输）；批发、

零售预包装食品；电子产品；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轻重柴油零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

福建

三明

总资产:�73,805.67

净资产:�57,277.26

营业收入:�282,622.02

净利润:�2,924.81

水渣、气体（氩

气 、 氮气 、 氧

气）、 钢材、焦

炭、轮胎、润滑

油的采购、销售

等

福建罗源闽

光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

同一母公

司

何天仁 170000

不锈钢、普通金属合金、钢条、钢板、

金属建筑构件、铁路金属材料、钢丝、

铁接板、钢铁冶炼、轧制及销售；建筑

五金批发；对外贸易

福建

罗源

总资产：649,852.89

净资产:�220,174.67

营业收入:�1,160,561.09

净利润:�66,620.58

生铁、 钢坯、钢

材销售等

福建省闽光

现代物流有

限公司

三钢集团

持有其41%

的股权

林昭章 5000

普通货物运输；物流配送、仓储服务；

商品交易咨询服务；金属材料、矿产

品、 化工产品的批发及网上销售；销

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纺织品、五金

交电、焦炭、橡胶制品、日用品、文具

用品、电子产品；再生物资回收；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法律法规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福建

三明

总资产：21,050.25

净资产:�8,798.55

营业收入:�69,129.48

净利润:�1,173.60

钢材销售、物流

配送等

福建台明铸

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三钢集团

持有其

21.25%的

股权

傅学仁 35000

球墨铸铁管及其异形管件、各种精密

铸造产品、金属结构的研发、制造与

批发；海水淡化、供水系统、污水处理

相关专业设备和材料的设计、 研发、

制造与批发；煤焦油生产和批发（无

仓储）、生产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与

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

务。

福建

三明

总资产:�75,756.62

净资产:31,181.39

营业收入:41,789.29

净利润:280.66

建筑安装工程，

运输服务 ， 钢

材、 原辅材料、

气体等

福建闽光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三钢集团

持有其

45%的股权

江善贤 1000

软件产品的开发与销售；信息技术服

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技术支持与服

务；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与服务；安

防工程设计、施工与服务；系统运行

维护服务；电子商务技术服务；电脑

及配件、电脑耗材、仪器、家用电器、

通信设备、办公设备、数码产品、电子

产品、 闭路监控、 安防器材销售、维

护； 电脑系统工程开发与技术服务、

电脑维护技术咨询服务。

福建

福州

总资产:�4,577.87

净资产:�1,756.45

营业收入:3,551.98

净利润:�389.63

软件产品的开

发与销售；信息

技术服务；计算

机系统集成及

技术支持与服

务等；

三 钢 集 团

（龙海）矿微

粉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

司

林新旭 7000 矿渣加工及其制成品的加工、销售

福建

漳 州

龙海

总资产:�12,973.79

净资产:�9,931.43

营业收入:�25,346.50

净利润:�703.14

矿渣销售等

福建闽鹭矿

业有限公司

三钢集团

持有其

40%的股权

朱成勤 1500

销售矿产品、矿山机械设备、建筑材

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农畜产品、

日用品；对采矿业、工业、商业、农业、

娱乐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

福建

三明

总资产:�4,425.95

净资产:�19.94

营业收入:0

净利润:-427.35

石灰粉、石灰石

采购等

福建钢松物

产有限责任

公司

同一母公

司

官声云 1000

百货零售；超级市场零售；便利店零

售；水产品冷冻加工；水果和坚果加

工（不含国境口岸）；蔬菜加工（不含

国境口岸）；糕点、面包制造；饼干及

其他焙烤食品制造；米、面制品制造

（不含国境口岸）；速冻食品制造；房

地产开发经营；其他一般旅店（经营

接待旅客住宿的中小旅馆、 宾馆、招

待所、客货栈、车马店、浴池等，不含

国境口岸）；正餐服务（不含国境口

岸）；快餐服务（不含国境口岸）；茶

馆服务（不含国境口岸）；小吃服务

（不含国境口岸）；外卖送餐服务（不

含国境口岸）；停车场（库）信息系统

服务；物业管理；自有商业房屋租赁

服务；物业服务；汽车租赁；家政服

务；专业保洁服务；营利性养老机构

服务。

福建

三明

总资产:�3,370.76

净资产:667.16

营业收入:1,248.95

净利润:�49.59

接受服务

三明钢联电

力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同受三钢

集团控制

(该公司系

福建省三

明钢联有

限责任公

司之控股

子公司)

池守恒 5500

对煤气发电投资； 销售电力器材、设

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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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三明

总资产:�7,891.05

净资产:6,974.83

营业收入:73.01

净利润:-0.13

租赁设备

（二）公司的参股公司

企业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注

册

地

址

最近一年（截止2019年12月31

日或2019年1-12月）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交

易主要内容

福建省闽光

新型材料有

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其

21%股权

梁柏松 4500

金属深加工；耐火材料、废钢处理回

收的生产、销售；机械制造；电气制造

及维修；劳务技术服务；建材销售

福

建

三

明

总资产：15,507.61

净资产:�12,488.90

营业收入:�28,353.95

净利润:�417.55

废钢切头、氧化铁

皮等原材料采购、

钢材委托加工、钢

材销售、设备租赁

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焦化

销售有限公

司

本公司持有其

13.33%股权

张天良 22500

批发、零售：焦炭、煤炭、煤矸石、建

材、钢材、铜材、铝材、生铁、电线电

缆、化工产品 (不含化学危险品）、焦

炭、炭素与石墨制品（不含化学危险

品）；对外贸易。

河

南

平

顶

山

总资产：87,141.66

净资产:�39,228.31

营业收入:�966,379.29

净利润:�1,809.38

原材料采购

丰城新高焦

化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其

3%股权

潘家乐 35000 生产和销售焦炭及其附属产品

江

西

丰

城

总资产：156,552.43

净资产:�10,724.73

营业收入:�176,338.91

净利润:�-14,971.60

焦炭等原材料采

购

国 投 闽 光

（三明)城市

资源有限公

司

本公司持有其

30%股权

王茂荣 6000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 加工、销

售；制造机械设备及零配件、金属材

料、 建材、 化工产品 （除危险化学

品）、电子产品；环保技术及产品的开

发；拖车服务；铁合金冶炼；铜冶炼；

铝冶炼；其他未列明的常用有色金属

冶炼；其他贵金属冶炼；再生资源回

收、加工（不含固体废物、危险废物、

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

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

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废料发电；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固体废物治

理；危险废物治理；通用仓储（不含危

险品)；其他未列明的仓储服务；普通

货物道路运输； 其他道路货物运输；

五金零售；其他未列明的化工产品销

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

其他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其他金属

及金属矿批发； 其他电子产品零售；

其他科技推广服务业；其他未列明专

业技术服务业；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

业。

福

建

三

明

总资产：26,565.28

净资产:�6,531.54

营业收入:�85,732.01

净利润:�490.74

废旧资源、废旧材

料等采购。

福建三钢国

贸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其

49%股权

朱志勇 10000

1、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2、批发零售

矿产品、金属材料；3、其他法律、法规

未禁止或未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厦

门

市

总资产：145,255.06

净资产:�41,682.85

营业收入:�785,299.13

净利润:�3,336.82

进口煤、进口矿等

原燃材料采购以

及设备等

（三）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司

目前，冶金控股持有三钢集团94.4906%的股权，持有福建省华侨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

权，持有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50.98%的股权，持有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100%的股

权。 福建省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正在改制（改制方案已上报市改办审批），属于事业单位，是冶金控

股的下属机构，由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管理。

冶金控股还持有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稀土集团）85.26%的股权。 福建稀

土集团持有福建省潘洛铁矿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 持有福建省连城锰矿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

权，持有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51%的股权，持有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32.05%的股权，持有福建

省阳山铁矿有限责任公司66.67%的股权。 福建省阳山铁矿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福建省德化鑫阳矿业有限

公司40%的股权。

上述公司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三钢集团均同受冶金控股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 故将其列为本公司

的关联方，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司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交易均属于关联交易。

企业名称

与本公司关

系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注册

地址

最近一年（截止2019年12月31

日或2019年1-12月）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万元）

与本公司关

联交易主要

内容

福建省冶

金 (控股 )

有限责任

公司

公司控股股

东三钢集团

的控股股东

郑震 462835

经营授权的国有资产收益管理；对外

投资经营；咨询服务。

福建省

福州市

总资产：1,164,840.12

净资产：774,169.75

营业收入：806.01

净利润：135,376.01

提供服务

福建省潘

洛铁矿有

限责任公

司

同受冶金控

股控制

章长阜 10000

铁矿、硫铁矿、钼矿、锌矿的地下开

采。

福建省

漳平市

总资产：93,647.70

净资产：90,112.58

营业收入：13,841.88

净利润：575.13

采购原辅材

料

福建省德

化鑫阳矿

业有限公

司

同受冶金控

股控制

李志铭 10000

铁矿采选 (矿区范围以国土资源局核

定的拐点坐标为准)，铁精矿、球团矿

精加工、销售；伴生矿、共生矿的综合

利用。

福建省

德化县

总资产：29,380.64

净资产：20,998.22

营业收入：22,215.58

净利润：4,079.51

采购原辅材

料

福建省华

侨实业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冶金控股持

有100%股权

陈伟 54515.779058

对医药业、物流业的投资；对外贸易；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

化学品）、矿产品、煤炭、建材、机械设

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纸张、橡胶

及橡胶制品、初级农产品、针纺织品、

服装、日用品、文化用品（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 体育用品及器材、 塑料制

品、仪器仪表、设施农业设备的销售；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批发兼零售预

包装食品；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软件

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温室大棚

的建设。

福建省

福州市

总资产：86,442.91

净资产：28,934.22

营业收入：1,278.63

净利润：451.51

销售钢材

福建马坑

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

同受冶金控

股控制

严明 100,000

铁矿、钨钼矿、石灰石、石膏的开采；

珠宝首饰制造与销售； 机械设备租

赁。

福建省

龙岩市

总资产：493,750.04

净资产：132,423.04

营业收入：115,862.26

净利润：10,489.53

采购铁矿等

原辅材料

福建省冶

金工业设

计院有限

公司

冶金控股持

有100%股权

黄华 3000

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工程测量、工程

咨询、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设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建设工

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压力管

道设计（GC2级）；新材料研发；纳米

材料的制造、销售；环境保护监测、职

业卫生检测、评价；环境保护与治理

咨询服务、 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服务、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理服务；安全

评价。

福建福州

总资产：7,609.16

净资产：2,332.27

营业收入：4,363.38

净利润：165.60

工程设计、修

理等

厦门钨业

股份有限

公司

同受冶金控

股控制

黄长庚 141330.631

钨、稀土投资，钨及有色金属冶炼、加

工，钨合金、钨深加工产品和稀土金

属深加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福建厦门

总资产：1,338,376.42

净资产：600,467.85

营业收入：244,600.83

净利润：39,526.25

副产品销售

等

福建省连

城锰矿有

限责任公

司

同受冶金控

股控制

林伟清 1622

锰矿采掘；地质钻探：丙级；工程测

量：控制测量(等级以下)、地形测量(1：

5百3平方公里、1：1千5平方公理以

下)、矿山测量(局部矿山测量、巷道测

量)；爆破咨询、爆破设计、爆破施工；

天然锰粉深加工；铅、锌、铜、非金属

销售；三类汽车专项维修、发动机维

修、汽车配件零售（限分支机构福建

省连城锰矿汽车维修厂经营）； 住宿

（限分支机构福建省连城锰矿招待所

经营）；矿山机械设备安装、维修，矿

山机械设备零部件制造（不含特种机

械设备，限分支机构福建省连城锰矿

机械修理厂经营）；汽油、柴油、润滑

油、机油的零售（限分支机构福建省

连城锰矿加油站经营）。

福建连城

总资产：9,216.35

净资产：6,941.54

营业收入：4,524.68

净利润：821.36

采购原辅材

料等

福建省南

平铝业股

份有限公

司

冶金控股持

有 50.98%股

权

李翔 102869.71

铝锭、铝材及制品，通用设备的生产、

加工、销售；装修装饰；对外贸易；模

具设计、制作；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机电设备维修、制造、安装；住宿

福建省

福州市

总资产：718,897.40

净资产：246,137.19

营业收入：653,164.36

净利润：23,799.25

装修装饰、销

售气体等

福建省冶

金产品质

量监督检

验站

同受冶金控

股控制

黄华 310

冶金类计量检定、测试检验、质量监

督、环境监测。

福建省

福州市

总资产：225.34

净资产：164.51

营业收入：298.50

净利润：46.54

接受劳务等

（四）三安集团公司

2018年6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取得福建三安钢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安钢铁）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三钢

集团、三安集团、福建省安溪荣德矿业有限公司和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三安

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三钢闽光6.67%的股份， 三安集团成为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三钢闽光5%以上

股份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三

安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安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于2019年7月3日限售期届满，截止2019年12月31日，三安集团直接及

间接合计持有三钢闽光的4.4561%股份，三安集团已减持至5%以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过去十二个月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视同为上市公

司的关联方，故2020年度三安集团仍被视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企业

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

元）

经营范围或

主营业务

注册

地址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或2019

年1-12月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万元）

与本公

司关联

交易主

要内容

福 建

三 安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通过直接和间

接持股方式持

有 本 公 司

4.4561%的股

份

林秀成 139215.00

1、从事冶金、矿产、电子、商业、房

地产、仓储业、特种农业及其他行

业的项目投资管理；2、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3、 批发零售化工

（不含危险化学品）、工艺美术品、

机械电子设备、 计算机产品及软

件、仪器仪表、建筑材料、金属材

料、五金交电、普通机械 、矿产品。

福建

厦门

总资产：2,654,803.27

净资产:�801,125.44

营业收入:218,077.13

净利润:7,571.24

销 售 货

物、采购

原 辅 材

料、接受

劳务等

三、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发挥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交易

时，交易双方将遵循公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平等协商确定交易内容（包括交易价格），并签

订具体的协议以明确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还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的召开时间另行通知，下同)。公司及其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履行了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必备程序，不会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和协议签署情况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时，是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

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来协商交易价格，并且交易双方将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交易价格，

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双方约定将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指成本加不超过

10%的利润构成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在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四类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后， 公司将在上述预计的

范围内与关联方签订具体的关联交易协议。 公司以前业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的已签订的关联交易

协议的执行情况，将不会超过本次预计的范围，并将如约继续执行。

五、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公司已按上述四个关联交易类别，编制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三钢(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参股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等四个单项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获得非关联

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其中：关联董事黎立璋先生、张玲女士、卢芳颖先生回避表决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

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预计

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李鹏先生回避表决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四个议案也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四个议案中将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另行通知)，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等议案时应

依法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一）独立董事的董事会前的意见

在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前，公司向独立董事征求了意见，独立董事发表

了事前同意的意见，具体如下：

公司预计在2020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包括四类： 一是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控股股东福建省三钢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二是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三是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四是公司及其子

公司与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经审查相关材料后，我们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预计在2020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实属公司生产

经营需要，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且该等关联交易将在不违反《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

由交易双方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的定价政策来协商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因此，公

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权益的情况，

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良影响。

鉴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较多， 我们同意公司将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分类汇总后形成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

当依法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时的意见

在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

如下：

公司预计在2020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包括四类： 一是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控股股东福建省三钢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二是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三是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四是公司及其子

公司与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经审查相关材料后，我们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预计在2020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实属公司生产

经营需要，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且该等关联交易将在不违反《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

由交易双方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的定价政策来协商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因此，公

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权益的情况， 也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良影响。

我们已同意公司将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分类汇总后形成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且对

公司预计的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 公司董事会已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

过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合法有效的。 上述四类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且关联股东应当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预计2020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同意函》；

4、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预计2020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