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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阮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利军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逯玉龙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7,962,157,810.36 39,587,050,412.83 -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41,563,473.37 11,808,752,785.11 -2.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603,961.93 1,005,289,476.10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878,800,565.10 9,657,529,256.17 -3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133,792.01 30,913,847.3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84,420,739.01 25,285,136.0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 0.29 减少2.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6 0.004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6 0.0049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036,197.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07,476.9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156,727.56

合计 5,286,947.0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52,25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31,600,950 54.79 质押 1,700,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237,891 0.45 未知 其他

黄奕操 22,399,970 0.3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翁秀平 15,243,300 0.2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三零一组合 12,291,800 0.2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有贤 10,660,000 0.1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陆凯 8,664,198 0.1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郑能标 8,590,408 0.1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立涛 8,250,000 0.1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志伟 8,000,000 0.1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31,600,950 人民币普通股 3,431,600,9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237,891 人民币普通股 28,237,891

黄奕操 22,399,970 人民币普通股 22,399,970

翁秀平 15,24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43,30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三零一组合 12,29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91,800

张有贤 10,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60,000

陆凯 8,664,198 人民币普通股 8,664,198

郑能标 8,590,408 人民币普通股 8,590,408

王立涛 8,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50,000

王志伟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

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

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年初降低60%，主要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品销售回款减少，以及公司在保

证资金链安全的前提下，适度降低带息负债，偿还了部分银行借款所致。

(2)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合计数较年初降低39.9%，主要是本期使用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原燃料等各类款项增加所致。

(3)存货较年初增加24.8%，主要是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产品外发的影响，导致产成品库存

暂时性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49.4%，主要是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对产品销售的影响，公司下属销

售公司留抵增值税额增加所致。

(5)递延所得税资产较年初增加113.07%，主要是本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发生的亏损额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

(6)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降低43.45%，主要是本期发放2019年度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7)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178.29%，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消化了期初留抵增值税额所致。

(8)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加113.46%，主要是本期根据国家在疫情期间所出台的优惠政策，公司延

期缴纳社会保险费所致。

(9)营业收入较上期降低39.13%，主要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 )，按照新收入准则相关规定，根据业务属性对贸易业务按照“净额法” 确认收入；以及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公司本期销量减少所致。

(10)税金及附加较上期降低32.53%，主要是期初母公司增值税留抵，消化留抵增值税导致本期税

金及附加同比减少所致。

(11)研发费用较上期增加41.40%，主要是本期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降低，主要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品销量降低，但公

司产品产量与去年持平，人工费用、动力能源介质等刚性支出变动不大，加之抗击疫情相关支出增加

所致。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313.11%，主要本期公司在保证资金链安全的前提

下，通过适度降低带息负债的方式合理降低财务费用，从而偿还了部分银行借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阮强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307

公司简称：酒钢宏兴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307

公司简称：酒钢宏兴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合并口径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237,328,548.85元，加上2018年末未分配利润-3,815,198,843.70元，本年可供投资者分配利

润为-2,577,870,294.85元。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公司2019年度盈利全部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

损，董事会拟定2019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酒钢宏兴 60030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利军 孙延锋

办公地址 嘉峪关市雄关东路12号 嘉峪关市雄关东路12号

电话 0937-6715370 0937-6719802

电子信箱 irjg@jiugang.com irjg@jiugang.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集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热轧、冷轧以及不锈钢生产为一体，具备年产1000

万吨以上钢材生产能力的综合型钢铁企业,目前形成了以嘉峪关本部和兰州榆钢两大生产基地，产品主

要涵盖碳钢、不锈钢、金属复合板及钛材加工线四大生产体系。碳钢产品覆盖线、棒、板、带四大系列，主要

产品有高速线材、棒材、中厚板材、热轧卷板、冷轧卷板、各类涂镀材卷板（镀锌、镀铝锌、锌铝镁）等。不锈

钢产品主要形成了铁素体、奥氏体、马氏体和双相不锈钢等四大系列产品；金属复合板产品包括金属薄膜

板、减振板和彩色层压钢板等系列；同时，借助不锈钢生产体系的完整性和装备先进性，打造形成了钛材

加工产线。公司产品焊条焊丝钢、压力容器钢、桥梁用钢、管线钢、集装箱用钢、汽车结构钢、冷轧基料等产

品在国内外市场享有广泛的声誉，公司生产的不锈钢产品拓展应用于军工、石油化工、核电设备领域。 公

司所有产品均已通过ISO9001：2000版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理化检验通过了

国家实验室认可。 其中，A、B、D级船板钢通过中国、英国、挪威、德国和日本五国船级社认证，热轧带肋钢

筋获得国家产品质量免检证书。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钢材销售主要通过各区域销售子公司开展与市场及终端用户的业务洽谈，获取产品订单，签订

销售合同后形成公司生产计划，按照“以销定产”的方式开展产品营销行为。 采用“先款后货”的预收款

方式销售钢材，降低了应收款项呆坏账风险。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优化资源配置、收缩销售半径开展工作，

进一步拓展西北地区销售渠道，加强重点单位、重点工程对接，进一步提升西北地区钢材市场占有率，强

化区域市场话语权，提升产品盈利能力。 全年西北地区销量占比75.28%，同比提高了7.4个百分点。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9年，国际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钢铁行业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去

产能成果，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但由于钢铁行业优质产能的快速释放，钢材供应

维持高位，钢材价格呈窄幅波动下行走势；而钢铁产量增长带动铁矿石等原料需求增加的同时，巴西矿

难、澳大利亚飓风等事件影响铁矿石价格屡创新高，产品价格走低和原材料价格的回升，影响钢铁企业利

润空间不断收窄。

1.粗钢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990,865亿元，同比增长10.06%；全国生铁、粗钢和

钢材产量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粗钢产量再创历史新

高。 2019年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较好，基建、房地产等下游行业运行稳定，国内粗钢表观消费量约9.4亿吨，

同比增长8%。 2.钢材进出口双双下降。 2019年，我国累计出口钢材6429.3万吨，同比下降7.3%；累计出

口金额537.6亿美元，同比降低11.3%。累计进口钢材1230.4万吨，同比下降6.5%；累计进口金额141.1亿美

元，同比降低14.1%。 3.钢材价格窄幅波动。 2019年钢材价格总体平稳，呈窄幅波动走势。 5月初达到最

高113.1点，10月底震荡下降至年内最低104.3点。 全年中国钢材价格指数均值为107.98点，同比下降6.77

点，降幅为5.9％。 4.进口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 2019年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石10.7亿吨，同比增长0.5%，

进口金额1014.6亿美元， 同比增加266.4亿美元， 增幅33.6%， 全年平均价格为94.8美元/吨， 同比增加

34.3％。 与上年相比，进口总量保持稳定的同时，进口价格大幅上涨，对下游钢铁制造业利润影响较大。

（上述行业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网站、国家工信部网站）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9,587,050,412.83 39,777,714,691.91 -0.48 39,860,972,168.97

营业收入 46,736,057,848.24 45,431,114,804.26 2.87 40,987,348,81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7,328,548.85 1,092,667,119.74 13.24 421,160,88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4,621,184.19 958,466,605.64 19.42 529,157,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08,752,785.11 10,535,867,971.56 12.08 9,597,050,288.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4,989,458.92 3,574,204,684.29 -12.29 2,032,672,45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76 0.1745 13.24 0.06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76 0.1745 13.24 0.06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4 10.77

增加0.17个百分

点

4.50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9,657,529,256.17 13,109,820,284.42 13,121,569,605.75 10,847,138,7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0,913,847.36 738,518,179.85 483,536,532.48 -15,640,01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5,285,136.05 734,016,527.95 482,020,764.39 -96,701,244.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05,289,476.10 278,048,692.13 1,577,819,367.84 273,831,922.8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7,1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2,255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0 3,431,600,950 54.79 质押 1,700,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551,409 31,475,591 0.50 未知 其他

黄奕操 9,429,148 22,399,970 0.3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景顺长城基金－工商银行－

景顺长城基金工行500增强

资产管理计划

13,105,900 13,105,900 0.21 未知 其他

景顺长城基金－工商银行－

景顺长城基金工行300增强

资产管理计划

10,413,000 10,413,000 0.17 未知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三零一

组合

9,266,700 9,266,700 0.15 未知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9,176,200 9,176,200 0.15 未知 其他

陆凯 0 8,664,198 0.1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宋炳跃 0 8,636,300 0.1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郑能标 8,595,508 8,595,508 0.1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7.3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3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118.09亿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2019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26户，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减

少1户，其中：陇南酒钢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陇南矿业” ）因注销，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

体信息详见“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主要经营活动为钢铁冶炼、钢材生产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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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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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18日以专人送达

和邮件方式发送给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

长阮强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表决的董事9人。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报告》；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该议案尚需报请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在公司领取报酬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税前合计领取薪酬538.66

万元。 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每年6万元（税后）；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旅费以及根据《公

司章程》行使职权所需费用，公司据实报销。

该议案尚需报请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财务决算及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尚需报请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及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8）及《公

司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9）。关联董事阮强先生、刘黎戮

先生、郭继荣先生、赵浩洁女士、侯万斌先生和陈平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认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求，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议案尚需报请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酒钢集团将回避

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

237,328,548.85元，加上2018年未分配利润-3,815,198,843.70元，本年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2,

577,870,294.85元。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及相关规

定，公司2019年度盈利全部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因此拟定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不进行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议案尚需报请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需要，2020年度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人民币不超过206.44亿元，

美元不超过6亿美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该议案尚需报请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5），

关联董事阮强先生、刘黎戮先生、郭继荣先生、赵浩洁女士、侯万斌先生和陈平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认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求，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议案尚需报请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酒钢集团将回避

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审议通过《关于办理美元贷款远期锁汇的议案》；

2020年，受中美贸易谈判、美国大选及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等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

率波动不断加剧，鉴于公司美元借款规模较大，汇率波动将会给公司经营效益产生不确定性，同意公司择

机对2020年内到期的未锁汇存量美元贷款3.8亿元在商业银行办理远期锁汇业务， 将购汇价格锁定在合

理的价格区间，提升公司风险抵御能力。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董事辞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对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履职能力等方面审核后推荐， 同意增补张正展先生、

孙山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尚需报请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7、审议通过《关于推举第七届董事会相关会议召集人的议案》；

同意由张正展先生召集、主持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聘任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报请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申请项目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1、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正常的资金周转需求，降低公司整体的融资成本，公司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后，按

照“统借统还”方式分别向镜铁山矿业公司、西沟矿业公司提供总额为7亿元、3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一

年。 同时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矿业公司以自有资产为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2、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风险，公司对酒钢集团榆中钢铁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榆钢公司” ）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3亿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并由被担保人以其房产、机器设备和存货向公司提供相同金额的反担保。

该议案尚需报请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1年；并同意给

付审计机构2019年审计费用200万元（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130万元，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70万元）。

该议案尚需报请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4、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

公司的实际情况，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有关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决定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关

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事项，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6、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第一季度报告摘要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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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18日以专人送达

和邮件方式发送给各位监事。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和志华先生主持，应参加表

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的有关要求，我

们作为公司的监事，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后，发表如下书面意见：

（1）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内控制度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2）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

（3）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有关的保密规定，在提

出本意见前，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财务决算及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定的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及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同意增补马鼎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的有关要求，我

们作为公司的监事，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后，发表如下书面意见：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能真实反映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保证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3）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有关的保密规定，在提

出本意见前，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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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8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19年

预计金额

2019年

实际金额

差异 差异说明

（一）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

采购 矿料 肃北博伦 15,000 7,052 -7,948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废钢、铝锭、耐材 东兴铝业 6,897 6,043 -854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备件、检修及工程服务、合金、矿料

劳务加工费

润源环境 25,000 24,376 -624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备品备件、其他 宏联自控 6,000 10,700 4,700 采购量增加

采购 动力产品、不锈钢废钢、其他 宏晟电热 25,000 22,411 -2,589 采购量减少

采购 矿料、服务 酒钢物流 25,000 15,739 -9,261 采购量减少

采购 服务、其他 宏运客运 1,080 1,005 -75

采购 保险费 吉安保险 500 413 -87

采购 废钢、辅材、合金、服务、其他 汇丰工业制品 8,045 9,008 963 采购量增加

采购 原料及备件、动力、DL生活水、合金 酒钢集团 480,000 440,780 -39,220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备件、辅助材料、工程、其他 科力耐材 39,400 46,178 6,778 采购量增加

采购 运费 龙泰货运 1,200 1,947 747 采购量增加

采购 矿料 庆华矿产 26,724 17,616 -9,108 采购量减少

采购 矿料、进口蒙古粉 天工矿业 30,000 18,433 -11,567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备件、废钢、辅助材料、镁砂、精矿、

铁块、加工检修费

西部重工 20,100 19,511 -589

采购

提供工程劳务、废钢、设计费、维修

费

筑鼎建设 24,600 22,146 -2,454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备件、辅助材料 长虹焊接 110 115 5

采购 合金、矿料 中兴铁路 149,638 120,036 -29,602 采购量减少

采购 合金、钢板、备件材料 中铁物流 700 1,883 1,183 采购量增加

采购 防暑降温产品 祁牧乳业 761 338 -423

采购 硅锰、硅铁、铬铁 宏电铁合金 88,357 80,619 -7,738 采购量减少

采购 钢坯 华昌源 3,000 2,049 -951

采购 焦煤、镍铁等原燃料 上海嘉鑫 3,000 1,529 -1,471 采购量减少

采购 镍铁等原燃料 上海峪鑫 12,931 13,131 200

采购

焦煤、肥煤、蒙古粉、进口矿、物流

服务费

上海捷思科 225,736 201,856 -23,880 采购量减少

采购 辅助材料 兴安民爆 3,600 3,333 -267

采购 工程劳务 中天置业 3,000 4,213 1,213 采购量增加

采购 配餐费 紫玉酒店 1,300 1,509 209

采购 体检费、应急药品 酒钢医院 229 229

（二）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销售

辅助材料、动力产品、运费、修理

费、劳务费

东兴铝业 35,030 27,239 -7,791 销量减少

销售 动力产品、其他 宏汇能源 650 148 -502

销售 动力产品 宏联自控 30 47 17

销售 煤气、动力产品 宏晟电热 53,300 40,565 -12,735 销量减少

销售 辅助材料、钢材 酒钢物流 12,000 13,043 1,043 销量增加

销售 燃料油 宏运客运 180 191 11

销售 废钢、辅助材料、钢材 汇丰工业制品 12,000 11,875 -125

销售 废钢、动力产品、矿料、中水 润源环境 8,000 9,863 1,863 销量增加

销售 动力产品、镍铁 酒钢集团 9,000 8,948 -52

销售 动力产品、焦化产品、材料 科力耐材 20,000 17,725 -2,275 销量减少

销售 矿料、焦化产品、钢材、动力产品 西部重工 10,000 8,483 -1,517 销量减少

销售 辅助材料 兴安民爆 80 47 -33

销售 钢材、动力能源 长虹焊接 4,200 4,239 39

销售 辅助材料 中天置业 1,000 534 -466

销售 辅助材料、燃料油 中兴铁路 13,000 10,559 -2,441 销量减少

销售 焦碳、动力煤、动力产品、其他 宏电铁合金 1,800 2,676 876 销量增加

销售 钢材 华昌源 10,000 5,025 -4,975 销量减少

销售 钢材 上海嘉鑫 20,000 12,197 -7,803 销量减少

销售 钢材 上海峪鑫 40,000 43,134 3,134 销量增加

销售 钢材 上海捷思科 10,000 6,192 -3,808 销量减少

销售 其他 吉安保险 0 0

销售 其他 祁牧乳业 5 2 -3

销售 钢材 筑鼎建设 11,500 4,281 -7,219 销量减少

销售 代储费 龙泰货运 66 66

销售 瓶装气体材料费、成品油等 酒钢医院 13 13

销售 钢材 钢铁技术学院 14 14

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1,498,454 1,321,307 -177,147 -

二、其他关联交易

（一）在关联方存放资金情况： 单位：元

资金存放方 被存放单位 年末存款金额 本期利息收入 说明

酒钢宏兴 财务公司 1,932,429,625.16 30,079,557.22 财务公司账户存款

（二）公司向关联方资金借款情况

关联方 拆入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财务公司 1,000,000,000.00 2019/12/25 2020/1/11

财务公司 900,000,000.00 2019/12/25 2020/12/24

合计 1,900,000,000.00 — —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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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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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本公司2019年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

情况的基础上,对公司2020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预计如下：

一、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0年预计金额（万

元）

2019年实际发生额（万

元）

采购 备件、辅助材料 长虹焊接 120 115

采购 废钢、铝锭、耐材 东兴铝业 7,200 6,043

采购 合金、废钢等 宏电铁合金 95,000 80,619

采购 材料备件、工程服务、维修费、废钢等 宏联自控 12,000 10,700

采购 动力产品、废钢、检测、其他 宏晟电热 30,000 22,411

采购 服务、维修、其他 宏运客运 950 1,005

采购 原料 华昌源 2,000 2,049

采购 废钢、辅材、服务、其他 汇丰工业制品 9,200 9,008

采购 保险费 吉安保险 400 413

采购 原料、备件、动力产品、配餐费、其他 酒钢集团 498,000 440,780

采购 原料、运输服务、租赁等 酒钢物流 20,000 15,739

采购 备件、辅助材料、维修、其他 科力耐材 56,000 46,178

采购 运费 龙泰货运 2,000 1,947

采购 其他 祁牧乳业 500 338

采购 原料、耐材 庆华矿产 20,000 17,616

采购 废钢、钢渣、矿料、污水处理、维修、工程服务、其他 润源环境 28,000 24,376

采购 原燃料 上海嘉鑫 1,200 1,529

采购 原燃料 上海峪鑫 29,630 13,131

采购 原燃料 天工矿业 30,000 18,433

采购 备件、废钢、辅助材料、加工服务、检测服务、其他 西部重工 25,000 19,511

采购 辅助材料 兴安民爆 3,600 3,333

采购 工程劳务 中天置业 3,500 4,213

采购 原燃料 中兴铁路 144,990 120,036

采购 工程劳务、维修、其他 筑鼎建设 20,000 22,146

采购 配餐费 紫玉酒店 1,500 1,509

采购 合金、材料备件 中铁物流 2,000 1,883

采购 体检服务、药品 酒钢医院 200 229

采购 ∕ 合计 1,042,990.00 885,291.68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0年预计金额（万

元）

2019年实际发生额（万

元）

销售 辅助材料、钢材、动力产品、运输、维修、检测、其他 东兴铝业 28,000 27,239

销售 动力产品、其他 宏汇能源 300 148

销售 辅助材料、仓储、检测、租赁等 宏联自控 50 47

销售 辅助材料、动力产品、运输、仓储、维修、租赁、其他 宏晟电热 24,550 40,565

销售 钢材、物流服务 酒钢物流 13,800 13,043

销售 辅助材料、租赁等 宏运客运 180 191

销售 废钢、辅助材料、钢材、动力产品、其他 汇丰工业制品 12,000 11,875

销售

废钢、动力产品、辅助材料、矿料、服务费、运输、其

他

润源环境 10,000 9,863

销售 动力产品、辅助材料、污水处理、其他 酒钢集团 9,800 8,948

销售 辅材、动力产品、钢材、化工产品、维修、运输等 科力耐材 18,000 17,725

销售 矿料、焦化产品、钢材、动力产品、其他 西部重工 12,000 8,483

销售 成品油、检测 兴安民爆 60 47

销售 钢材、动力能源、物流服务等 长虹焊接 4,200 4,239

销售 辅助材料、燃料油、运输服务等 中兴铁路 12,000 10,559

销售

辅助材料、钢材、焦化产品、原料、仓储、检测、运输

等

宏电铁合金 3,000 2,676

销售 钢材 华昌源 5,000 5,025

销售 钢材、检测服务等 上海嘉鑫 15,000 12,197

销售 钢材 上海峪鑫 40,000 43,134

销售 钢材 上海捷思科 2,000 6,192

销售 辅助材料、检测费、其他 祁牧乳业 5 2

销售 钢材、辅助材料、仓储、运输、其他 筑鼎建设 6,000 4,281

销售 钢材、其他 中天置业 600 534

销售 辅助材料等 酒钢医院 15 13

销售 铁精矿代储 龙泰货运 60 66

销售 钢材 酒钢职大 20 14

销售 其他 吉安保险 1 0

销售 其他 庆华矿产 1 0

销售 其他 宏腾科创 1 0

销售 ∕ 合计 216,643 227,107

（二）其他关联交易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情况：（单位：万元）

资金存

放方

被存放单

位

2019年末

存放金额

2019年

利息收入

预计2020年利

息收入

2020年预计存款金额

酒钢宏

兴

财务

公司

193,242.96 3,007.96 2,000.00

公司资金存放于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存款账户内。 预计2020

年公司在财务公司日存款额不高于2019年末货币资金的50%，

且不高于2019年末资产总额的5%。 即不高于19.79亿元。

合计 193,242.96 3,007.96 2,000.00

二、重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甘肃嘉峪关市雄关东路12号

法定代表人：陈得信

注册资本：1,454,410.95万元

经营范围：制造业，采矿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

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与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与商业服务业，科学研

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文化、体

育与娱乐业（以上属国家专控专卖的项目均以资质证或许可证为准）。

关联关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嘉峪关市机场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章燎

注册资本：286,495.68万元

经营范围：火电、蒸汽、采暖热水、铁合金产品的生产、销售、科研及科技服务。

关联关系：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3、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嘉峪关市酒钢冶金厂区

法定代表人：孔祥锐

注册资本：37,624.31万元

经营范围：冶金成套设备、非标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机械配件加工，激光加工，冶炼钢锭、铸

造件、锻造件、电镀产品制造销售，钢结构件制作，冶金轧辊、胶辊、橡胶产品、液压元件制造销售，起重设

备安装、改造，压力容器的销售，尼龙制品、玻璃钢制品、复合井圈井盖、（以下不含国家限制经营项目）废

金属回收，机电设备修理；风电设备制造、安装，金属材料销售。

关联关系：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4、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焦家庄1号

法定代表人：高兴禄

注册资本： 71,627.32万元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再生铝合金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金属制品、炭素制品，

通用零部件的制造及销售，机械修理（不含特种设备），汽车配件、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国家限制经营的

除外）的批发零售。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

5、甘肃酒钢集团科力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甘肃嘉峪关市酒钢冶金厂区

法定代表人：王嘉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经营范围：耐火材料的生产、销售；耐火材料的研发、技术服务，劳务服务，（以下以资质证为准）种类

工业炉窑的砌筑、检修、维护；机电设备安装及钢结构制作。

关联关系：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酒钢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3,431,600,95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4.79%,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嘉

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嘉华钢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嘉

峪关汇丰工业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酒钢集团科力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都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关联方资信状况良好。根据其财务及经营状况分析，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

力，对向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支付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6、酒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团结路中广怡景湾

法定代表人：高欣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财务公司获准从事主要经营业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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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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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借。

关联关系：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财务公司是由酒钢集团及其成员单位共同出资成立的，2011�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 为酒

钢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财务公司注册资本30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额

为60,000万元，出资比例为20%；酒钢集团出资189,000万元，出资比例为63%；宏晟电热出资48,000万

元，出资比例为16%；甘肃酒钢物流有限公司出资3,000万元，出资比例为1%。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

约定，不会对本公司形成坏帐损失。

三、签署关联交易协议情况

1、《能源供应协议》，约定酒钢集团向本公司保证供应公司所需的电力、热力、风力和蒸汽，其中，电

力价格按按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甘发改商价〔2011〕2077

号” ）文件的规定执行；热力、风力、蒸汽按单位生产成本加酒钢宏兴与宏晟电热确认的合理利润为原则

确定。 双方预计双方之间每12个月就该交易的金额约为人民币180,000万元。

2、《水资源供应协议》，约定酒钢集团应保证酒钢宏兴所需的水资源供应量，并按照政府指导价格确

定水资源的单位价格，同时酒钢集团亦应保证供应的水资源质量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双方预计双方之

间每12个月就该交易的金额约为人民币5,000万元。

3、《机械产品、配件加工协议》，约定酒钢集团提供的加工服务和成品的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并承

诺质量保证期；

4、《转供耐火材料及耐材砌筑维修承包协议》，约定公司向酒钢集团转供耐火材料原料，并有意聘请

其承包公司耐材砌筑维修相关业务，同时约定相关服务价格按按市场价格确定，转供材料按实际采购价

结算，预计双方之间每12个月交易的金额约为人民币31,000万元。

5、《职工用餐食品原料供应及加工协议》，约定向酒钢宏兴提供用餐服务按市场价格确定，并提供质

量保证，双方每12个月交易的金额约为人民币8,000万元。

6、《循环水及气体产品供应协议》和《转供通用材料、通用备品备件、通用耐火材料、通用合金协

议》，约定酒钢宏兴向酒钢集团提供的部分循环水及气体产品（压气、氧气、氮气、氩气、煤气）和通用材

料、通用备品备件、通用耐火材料、通用合金的价格分别按协议价（单位成本的基础上增加的合理利润）

和公司的实际采购价格而定，并提供质量保证，预计双方之间每12个月交易的金额分别约为人民币10,

000万元和40,000万元。

7、2011年5月，公司与酒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约定由酒钢集团财务公司向

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如下金融服务：1、存款服务；2、信贷服务；3、结算服务；

4、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二）公司有权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自主决定存贷金额以及提取存款的时间。

（三）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属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应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

存款的存款基准利率，不低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也不低于酒钢集团其他成员

单位同期在乙方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下转B12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