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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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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1月22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民航

路471号云锡办公楼9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1月11日以当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11

名董事。应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11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名。会议由董事长张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部门负责人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现将本次会议决议事项公告如下：

一、经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预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数11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具体修订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

方可生效。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2.72%股

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4票，其中同意票数4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关联交易的程序与披露”的规定，表决该预案时，公司7名关联董事张涛

先生、程睿涵先生、杨奕敏女士、姚家立先生、汤发先生、宋兴诚先生、韩守礼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云南华

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2.72%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4票，其中同意票数4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关联交易的程序与披露”的规定，表决该预案时，公司7名关联董事张涛

先生、程睿涵先生、杨奕敏女士、姚家立先生、汤发先生、宋兴诚先生、韩守礼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

交易合同的公告》。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交易合同的预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4票，其中同意票数4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关联交易的程序与披露”的规定，表决该预案时，公司7名关联董事张涛

先生、程睿涵先生、杨奕敏女士、姚家立先生、汤发先生、宋兴诚先生、韩守礼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

交易合同的公告》。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预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数11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公告》。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资产投资计划的预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数11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2021年公司资产投资计划205,766.26万元（与2020年公司资产投资计划331,794.30万元同比减少126,028.04万元，减

幅为37.98%，主要原因为公司前期相关主要建设项目已逐步建成投产），其中：

（1）矿山开拓、地质找矿工程：47,497.60万元；

（2）地面建设项目：88,893.06万元。 主要项目包括：华联锌铟南加排土场建设项目、南加尾矿库建设项目和智慧运营

中心计划投资合计29,830万元；锡化工投资项目计划投资4,500万元；公司危废渣场项目（二期）计划投资3,000万元；其

他62项建设项目计划投资金额合计51,563.06万元。

（3）安全职业卫生及环保治理专项投资17,388万元，其中：安全及职业卫生专项（包括“三同时”整改工程）计划投资

7,848万元；环保治理专项9,540万元。

（4）零固设备：计划投资12,268.81万元；

（5）科技项目：计划投资39,718.79万元。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部分投资项目需要根据云南省国资委的相关规定履行国资审批程序。

7、《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数11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8、《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数11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书面认可了本次董事会所涉关联交易事项并对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

三、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分别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对本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

相关意见和建议。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所涉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书面意见》；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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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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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1月22日在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471

号云锡办公楼9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1月11日以当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5名

监事。 应参与此次会议表决的监事5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5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高红女士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部门负责人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现将本次会议决议事项公告如下：

一、经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预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5票，其中同意票数5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具体修订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

方可生效。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2.72%股

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5票，其中同意票数5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云南华

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2.72%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5票，其中同意票数5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

交易合同的公告》。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交易合同的预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5票，其中同意票数5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

交易合同的公告》。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预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5票，其中同意票数5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公告》。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资产投资计划的预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5票，其中同意票数5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2021年公司资产投资计划205,766.26万元（与2020年公司资产投资计划331,794.30万元同比减少126,028.04万元，减

幅为37.98%，主要原因为公司前期相关主要建设项目已逐步建成投产），其中：

（1）矿山开拓、地质找矿工程：47,497.60万元；

（2）地面建设项目：88,893.06万元。 主要项目包括：华联锌铟南加排土场建设项目、南加尾矿库建设项目和智慧运营

中心计划投资合计29,830万元；锡化工投资项目计划投资4,500万元；公司危废渣场项目（二期）计划投资3,000万元；其

他62项建设项目计划投资金额合计51,563.06万元。

（3）安全职业卫生及环保治理专项投资17,388万元，其中：安全及职业卫生专项（包括“三同时”整改工程）计划投资

7,848万元；环保治理专项9,540万元。

（4）零固设备：计划投资12,268.81万元；

（5）科技项目：计划投资39,718.79万元。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部分投资项目需要根据云南省国资委的相关规定履行国资审批程序。

7、《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5票，其中同意票数5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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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所持有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

公司2.72%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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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业股份” 或“公司” ）以自有资金26,716.96万元收购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锡控股公司” ）持有的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锌铟” ）2.72%股份（以下

简称“交易标的”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华联锌铟的股份比例将提升至81.03%。 公司与云锡控股公司、华联锌铟于

2021年1月22日签订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对方云锡控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收

购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股份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2021年1月2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涛先生、

程睿涵先生、杨奕敏女士、汤发先生、宋兴诚先生和韩守礼先生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谢云山先生、邵卫锋

先生、尹晓冰先生和袁蓉丽女士事前认可上述事项，并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9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24.03亿元，因此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金湖东路 121�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4、法定代表人：张涛

5、注册资本：462,866.36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501217887888A

7、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及其矿产品、稀贵金属及其矿产品、非金属及其矿产品的采选冶、加工、销售；化工产品（国家有

特殊规定的除外）、建筑材料批 发、销售；进出口业务（按目录经营）；矿冶机械制造；环境保护工程服务；建 筑安装；房地

产开发；劳务服务；技术服务；井巷掘进；水业服务；生物资源加 工；仓储运输、物流；有色金属深加工及其高新技术产品的

开发、生产和销售； 固体矿产勘查（乙级）；动力电池、光能、太阳能的研发、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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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成立日期：2006年7月6日

9、股权结构：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65.8051%，云南省财政厅7.3117%，昆明和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14.0783%，云南国资国企改革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2.8049%。

10、云锡控股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2020年1月-9月

总资产 6,063,283.67 5,651,193.94

净资产 1,315,654.94 1,241,383.69

营业收入 7,607,220.18 4,931,075.86

净利润 15,695.34 204,042.32

以上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0年9月末数据未经审计。

11、云锡控股公司目前直接持有本公司12.49%股份，同时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云锡控股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12、经查询，云锡控股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218270644R

3、成立时间：2004年7月19日

4、注册资本：30,936.2907万元

5、法定代表人：杨小江

6、注册地址：云南文山马关县都龙镇

7、经营范围：金属、非金属采、选、冶、化工及相关衍生产品，金属、非金属矿产品购销，自营公司产品进出口贸易，公司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百货、汽车维修业务、酒店管理；水力发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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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42,281,000 78.31

2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9,362,907 9.49

3 文山腾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1,200,000 3.62

4 马永泽 11,200,000 3.62

5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8,400,000 2.72

6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582,000 1.16

7 马关汇丰投资有限公司 3,337,000 1.08

合计 309,362,907 100

9、主要财务状况：

华联锌铟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8月31日

总资产 679,282.82 728,190.44

总负债 63,937.11 87,594.10

净资产 615,345.71 640,596.34

应收账款 108,977.05 103,346.26

2019年度 2020年1-8月

营业总收入 232,945.86 138,813.77

营业利润 118,875.00 65,616.59

净利润 97,259.14 53,779.0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609.31 56,535.47

经查询，华联锌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10、经查询《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华联锌铟股份转让不存在优先受让权，同时也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

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11、本次交易标的（云锡控股公司持有的华联锌铟2.72%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

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标的股权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审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资产评估机构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2020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分别出具了《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众环

审字（2020）2277号）、《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2.72%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1760号）。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 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729,398.71万元， 评估价值为1,072,

883.26万元，增值额为343,484.55万元，增值率为47.09%；总负债账面价值为92,522.87万元，评估价值为90,642.15万元，增

值额为-1,880.72万元，增值率为-2.03%；净资产账面价值为636,875.84万元，评估价值为982,241.11万元，增值额为345,

365.27万元，增值率为54.23%。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2020年8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1 227,357.82 234,737.78 7,379.96 3.25

二、非流动资产 2 502,040.89 838,145.48 336,104.59 66.95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41,033.53 46,204.97 5,171.44 12.60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

固定资产 5 138,897.49 158,023.00 19,125.51 13.77

在建工程 6 156,434.90 160,785.38 4,350.48 2.78

油气资产 7 0.00 0.00 0.00 -

无形资产 8 85,561.55 416,446.25 330,884.70 386.72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15,659.02 47,120.93 31,461.91 200.92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80,113.42 56,685.88 -23,427.54 -29.24

资产总计 11 729,398.71 1,072,883.26 343,484.55 47.09

三、流动负债 12 72,451.42 72,451.42 0.00 0.00

四、非流动负债 13 20,071.45 18,190.73 -1,880.72 -9.37

负债总计 14 92,522.87 90,642.15 -1,880.72 -2.03

净资产 15 636,875.84 982,241.11 345,365.27 54.23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根据资产评估结果，以2020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华联锌铟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982,241.11万元，

华联锌铟2.72%股东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26,716.96万元，该评估价值已完成国资备案程序，经交易双方协商约定以经相关

国资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作为交易对价。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云南华联锌

铟股份有限公司2.72%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1760号），截至2020年8月31日华联锌铟全部股

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982,241.11万元，华联锌铟2.72%股东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26,716.96万元，该评估价值经完成国资备

案程序后作为本次股份转让的定价依据。

2、各方确认，本次股份转让款为标的股份经备案的评估价值共计人民币26,716.96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亿陆仟柒佰壹

拾陆万玖仟陆佰元整）。

3、 本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根据国有资产交易的相关要求，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股份转让款26,716.96万元（大

写：人民币贰亿陆仟柒佰壹拾陆万玖仟陆佰元整）。

4、 锡业股份和云锡控股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并且云锡控股公司收到股份转让款之日起30日内积极配合华联锌铟

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且锡业股份被记载于华联锌铟股东名册时

即视为交割完成。

5、在过渡期（根据协议约定，过渡期为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的期间）内，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

标的股份对应的华联锌铟经营损益。

6、（1）本协议经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2）本协议自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生效：

①甲、乙、丙三方签字并加盖公章；

②该事项经甲方、乙方的主管机关或有关部门批准或备案；

③在本协议签订之时，甲方、乙方承诺已履行有效的内部决策程序。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收购云锡控股公司持有华联锌铟2.72%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华联锌铟81.03%股

份，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无须征得债权人或其他第三方的同意。本次交易不存在人员安

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收购是大股东将优质资产优先注入上市公司的重要举措， 通过收购云锡控股公司所持有华联锌铟2.72%股份，锡

业股份持有华联锌铟股份将从78.31%提升至81.03%，将有效提升公司对华联锌铟的控制权，因此该关联交易有其必要性

和合理性。 通过本次交易，将有效增加公司归母净利润，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增加交易对手方当期现金流入，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云锡控股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不再持有华联锌铟股份，有利于进一步理顺产权关系，并不断提升上市公司独立性。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公司与云锡控股公司（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314,321.15万元（未经审计）。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书面意见

1、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云锡控股公司所持有华联锌铟2.72%股份，能够提高公司对华联锌铟的持股比例，加强公司对

下属子公司的控制权，增加公司的归母净利润，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2、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回避表决。

3、同意将收购云锡控股公司所持有华联锌铟2.72%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2.72%股份，将进一步提

升公司对下属盈利能力较强子公司的控制权，增加公司权益资源，增厚归母净利润，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交易标的权属

清晰；本次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允，未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评估机构具备

独立性，评估假设合理，审计和评估结果公正、客观地反映了基准日交易标的的实际情况；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已审核并认可

了该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在本次议案审议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符合《公司法》、深交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据此，我们一致同意关联收购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2.72%股份事项。

十、备查文件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所涉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书面意见》；

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6、《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0）2277号）；

7、《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2.72%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1760号）。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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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及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

履行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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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2021年度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公司预计与关联方云南锡业

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锡控股公司” ）和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锡集团公司” ）及

其下属公司进行采购、销售等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367,493.82万元。公司经批准的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336,795.00万元，全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300,674.28万元（未经审计）。

2、2021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云南

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交

易合同的预案》，关联董事张涛先生、程睿涵先生、杨奕敏女士、姚家立先生、汤发先生、宋兴诚先生和韩守礼先生回避上述

两项预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3、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交易合同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股东

大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股东云锡控股公司、云锡集团公司及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需回避表决。

（二）2021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预计金额（万

元）

2020年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

人采购

产品、商

品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公允

价格定价

原料（锡精矿、铜精矿、锡原矿） 78,151.44 77,847.76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原料、备品备件等 9,320.75 11,692.95

云锡澳大利亚TDK资源公司 原料 96,624.00 41,783.98

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原料、材燃料、备品备件和设备等 114,145.74 92,755.20

小计 - - 298,241.93 224,079.89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公允

价格定价

修理费、运输费、仓储、装卸费、转供

水电

6,885.11 5,595.89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建设费、修理费、运输费、仓储、

装卸费、转供水电

9,697.52 7,444.33

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费、修理费、运输费、仓储、

装卸费、转供水电

17,227.94 17,203.68

云南锡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安装 11,443.09 23,978.50

小计 - 45,253.66 54,222.40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土地租赁费及其他 10,305.49

13,246.82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土地租赁费及其他 5,752.83

小计 - - 16,058.32 13,246.82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合计 - 359,553.91 291,549.11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公允

价格定价

产品、材燃料、备品备件 1,292.44 1,184.15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材燃料、备品备件和工程设备 286.23 508.27

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产品 1,095.86 1,241.70

小计 - - 2,674.53 2,934.12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公允

价格定价

工程建设费、修理费、运输费、转供

水电等

3,466.31 3,916.15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建设费、修理费、运输费、转供

水电等

692.45 624.52

小计 - - 4,158.76 4,540.67

其他与

销售相

关的交

易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公允

价格定价

其他 776.45 1,493.63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330.17 156.75

小计 - - 1,106.62 1,650.38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合计 - 7,939.91 9,125.17

关联交易总合计 - 367,493.82 300,674.28

备注：

1、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参考》(2017� 年第十二期)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问题的回复，上述采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方

式审议及披露的关联交易，均为受同一主体控制或存在股权实际控制关系的关联人，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内部调剂使用相关关联交易额度，具体交易金额及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2、因公司关联法人数量众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第24号《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格式》，公司预计与云锡

控股和云锡集团下属的单一关联人（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其与本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分别合并至云锡控股和云锡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列示。

3、由于公司2021年1月份财务数据尚未结算，尚无截至披露日的关联交易金额。

4、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367,493.82万元， 较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336,795.00万元增幅为9.11%，

较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 300,674.28万元增幅为22.22%。 增加主要原因说明如下：

随着公司锡冶炼异地搬迁、铜、锌冶炼业务通过持续技改，产能规模将不同程度增加，公司原料、材料及备品备件等需

求相应增加。由于原料采购难度不断加大，为增加原料采购渠道，充分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原料，公司将利用关联方资源

优势加大原料、材料及备品备件等采购力度，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同比有一定幅度增加。

公司在平衡国内外锡供应的同时为进一步拓展海外锡市场，充分利用进料加工复出口政策工具，预计将加大海外原料

采购力度，进一步增加进料加工复出口业务规模，因而与关联方云锡澳大利亚TDK资源公司的原料采购量将增加。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2020年度公司财务数据尚在审计过程中，最终数据以公司2020年度报告披

露数据为准）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万元）

2020年预计

金额（万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品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原料、材燃料、备品备件和设备 77,847.76 50,000.00 26.70% 55.70%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原料、材燃料、备品备件等 11,692.95 16,700.00 4.01% -29.98%

云锡澳大利亚TDK公司 原料（锡精矿） 41,783.98 69,795.00 14.33% -40.13%

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原料、材燃料、备品备件和设备

等

92,755.20 110,000.00 31.81% -15.68%

小计 - 224,079.89 246,495.00 76.86% -9.09%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修理费、运输费、装卸费、转供

水电

5,595.89 5,600.00 1.92% -0.07%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修理费、运输费、装卸费、转供

水电

7,444.33 5,000.00 2.55% 48.89%

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修理费、运输费、仓储、装卸费、

转供水电

17,203.68 16,500.00 5.90% 4.26%

云南锡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安装 23,978.50 20,000.00 8.22% 19.89%

小计 - 54,222.40 47,100.00 18.60% 15.12%

公司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站 ：

2020-003 号

公告

其他与采购

相关的交易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土地租赁费 13,246.82 13,200.00 4.54% 0.35%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小计 - 13,246.82 13,200.00 4.54% 0.35%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合计 - 291,549.11 306,795.00 100% -4.97%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材燃料、备品备件 1,184.15 555.37 12.98% 113.22%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材燃料、备品备件和工程

设备

508.27 71.65 5.57% 609.38%

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产品 1,241.70 24,658.01 13.61% -94.96%

小计 - 2,934.12 25,285.03 32.15% -88.40%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修理费、运输费、转供水电等 3,916.15 2,427.12 42.92% 61.35%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修理费、运输费、转供水电等 624.52 339.06 6.84% 84.19%

小计 - 4,540.67 2,766.18 49.76% 64.15%

其他与销售

相关的交易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493.63 1,790.42 16.37% -16.58%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56.75 158.37 1.72% -1.02%

小计 - 1,650.38 1,948.79 18.09% -15.31%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合计 9,125.17 30,000.00 100% -69.58%

关联交易总合计 300,674.28 336,795.00 - -10.72%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适用）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的生产发展需要，相关交易价格均参考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合理公允。报告期不存在大额销货退回的情况。公司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充分的测算，但是由于市场、客户及

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变化等因素影响，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

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合法合规，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

是市场、客户及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变化等因素影响。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

情况，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与同一控制下各个关联人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超出预计的总金额或与未预计关联人发生

关联交易的情形，不存在实际发生总金额不足预计金额80%或虽未超出预计金额但实际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人与预计关联人存在较大差

异的情形，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备注：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统计数据，且尚未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全年数据与实际情况存在部

分差异，实际交易金额须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后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基本情况

2019年年度经审计

财务数据（万元）

2020年9月30

日财务数据

（万元）（未经

审计）

与公司关联关系 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云南 锡

业集 团

（控股）

有限 责

任公司

（1）法定代表人：张涛

（2）注册资本：462,866.357477万元

（3）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及其矿产品、稀贵金属及其

矿产品、非金属及其矿产品的采选冶、加工、销售；化工产

品（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建筑材料批发、销售；进出

口业务（按国家目录）；矿冶机械制造；环境保护工程服

务；建筑安装；房地产开发；劳务服务；技术服务；井巷掘

进；水业服务；生物资源加工；仓储运输、物流；有色金属深

加工及其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固体矿产勘

查（乙级）；动力电池、光能、太阳能的研发、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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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金湖东路121号

总 资 产 :6,063,

283.66

净 资 产 ：1,

315,654.94

营业收入 ：7,

607,220.18

净 利 润 ：15,

695.34

总 资 产 ：5,

651,193.94

净 资 产 ：

1,241,383.69

营 业 收

入 ：4,931,

075.86

净 利 润 ：

204,042.32

云锡控股是公司控

股股东云南锡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母公司，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 第 一 款 规

定，云锡控股与本公

司构成关联关系。

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公司

需要云锡控股提供相关生

产、经营管理、生活所需的服

务设施及服务项目， 并向其

采购部分原、材、燃料等，预

计2021年发生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方面的关联交易为

85,466.32万元。

同时公司向云锡控股出

售产品、 材燃料、 备品备件

等， 对其提供部分劳务。 预

计2021年将与其发生出售

商品、 提供劳务方面的关联

交易为5,535.2万元。

云南 锡

业集 团

有限 责

任公司

（1）法定代表人：张涛

（2）注册资本： 114,008.30万元

（3）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及矿产品，非金属及矿产品

的采选冶、加工、销售；化工产品（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除

外），建筑材料批发、销售、进出口业务（按目录经营），矿

冶机械制造，环境保护工程服务，建筑安装，房地产开发、

劳务服务、技术服务，井巷掘进，水业服务，生物资源加工，

仓储运输，有色金属深加工及其高新技术的开发、生产及

销售， 危货运输， 专用运输 （按道路运输许可证范围经

营）。

（4）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金湖东路121号

总 资 产 ：4,383,

681.29

净资产 ：729,

077.41

营业收入 ：4,

415,101.85

净 利 润 ：17,

071.41

总 资 产 ：4,

498,819.30

净 资 产 ：

727,058.14

营 业 收

入 ：3,622,

636.60

净 利 润 ：

4,775.24

云锡集团是本公司

的母公司，根据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 第 一 款 规

定，云锡集团与本公

司构成关联关系。

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需向云锡集团采购部分材、

燃料、备件等，生产生活用水

等，租赁其土地，预计2021

年与将发生采购商品， 接受

劳务方面的关联交易为20,

105.10万元。

同时公司向云锡集团出

售部分产品、材燃料、备品备

件等，并提供其部分劳务，预

计2021年与其发生出售商

品、 提供劳务方面的关联交

易为1,308.85万元。

云南 锡

业集 团

物流 有

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刘路坷

（2）注册资本：50,000�万元

（3）经营范围：国内贸易、国际贸易；汽车销售与维修；

机械设备维修；劳动防护用品、危险化学品、预包装食品兼

散装食品、木材、成品油销售；货运信息配载；公路旅客运

输；普通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物流、仓储、装卸服务；

货物及技术出口；代办保险服务；保险信息咨询服务；汽车

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金湖东路 121�号

总 资 产 ：252,

699.68

净资产 ：103,

307.02

营 业 收 入 ：

490,419.71

净 利 润 ：

824.29

总 资 产 ：296,

528.85

净 资 产 ：

104,564.52

营 业 收

入：402,034.79

净 利 润 ：

1,018.97

该公司是本公司控

股股东云锡集团的

母公司云锡控股下

属全资子公司，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第二款

之规定，云锡物流与

本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

云锡物流通过其采购渠道向

市场采购部分锡供给公司，

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需向其采购部分材燃料、备

品备件等，预计2021年与物

流公司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方 面 的 关 联 交 易 为 131,

373.68万元。

另外公司向云锡物流出

售部分锡、 铜产品 ， 预计

2021年金额为 1,095.86万

元。

云南 锡

业建 设

集团 有

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李师勇

（2）注册资本： 35,125万元

（3）经营范围：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壹级；冶炼工程

施工总承包贰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机电安装工

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管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混凝土

预制构件专业叁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起重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 二级标准以下公路工程施工； 建筑技术咨询服务；水

泥；砖瓦；门窗生产、销售；物资经销；锅炉安装；桥门式起

重机械安装；塔式起重机拆装；压力管道安装；锅炉修理改

造；建筑工程专项类工程治疗监测。

（4）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金湖西路318号

总资产：97,847.70

净 资 产 ：17,

000.54

营 业 收 入 ：

100,658.57

净 利 润 ：-1,

578.99

总 资 产 ：85,

424.64

净 资 产 ：

18,004.27

营 业 收

入：49,147.94

净 利 润 ：

1,564.45

该公司是公司控股

股东云锡集团的母

公司云锡控股下属

全资子公司，根据深

交所 《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第二款

之规定，其与本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

公司建筑工程按规定实施对

外招标， 建设集团通过竞标

与公司达成合作关系。 根据

建设集团中标的标的工程建

设及完成情况预计，2021年

全年预计11,443.09万元。 如

2021年度建设集团在公司

招标建设工程内中标， 则实

际关联交易金额和本年度预

计情况会有一定出入， 如有

增加届时公司将根据实际情

况及深交所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云锡 澳

大利 亚

TDK 资

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韩守礼

（2）注册资本：无要求

（3）经营范围：国际贸易、勘探

（4） 注册地址 ：15� Gubbuteh� Rd� Little� Bay� NSW�

2036�Australia

总资产：9,831.69

净 资 产 ：3,

428.99

营业收入 ：3,

191.64

净利润 ：-287.

28

总 资 产 ：16,

573.79

净 资 产 ：

3,463.50营 业

收 入 ：41,

456.83

净 利 润 ：

176.0

该公司是公司控股

股东云锡集团的母

公司云锡控股下属

控股子公司，根据深

交所 《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第二款

之规定，其与本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

2021年，公司将继续扩大进

料加工复出口业务， 目前澳

大利亚地区是进口锡精矿重

要供应地之一， 澳大利亚

TDK资源公司保有相对丰富

的锡资源储量， 因此公司拟

加大与其开展的锡精矿贸

易，预计2021年与其采购金

额为96,624万元。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交易的关联方均为公司控股股东云锡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分子公司和控股股东的母公司云锡控股

公司及其下属分子公司，相关方资产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营情况稳定，且与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不

存在重大合同违约风险。 公司认为，上述交易的关联方对以上关联交易不存在履约障碍。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见本公告“三、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

（二）主要关联交易合同情况

按照《股票上市规则》10.2.13条“上市公司与关联人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根据相关

规定重新履行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及10.2.11条“协议没有具体交易金额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之规定，在以前年

度履行完成和以前年度生效但处于履行过程中合同的基础上， 本年度拟与关联方继续签订和继续履行的关联交易主要合

同及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1、与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矿产品购销合同》

鉴于公司每年向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锡集团” ）采购部分矿石原料，出售部分产成品。公司拟与

云锡集团签订《矿产品购销合同》。

（1）锡原料

①甲方承诺将所生产的锡原料，包括锡矿石、锡精矿、二次物料、深加工产品等全部销售给乙方，不再销售给其他第三

方，以保证乙方的生产需要。

②交易价格

双方根据市场公允价格制定《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矿产品结算价格表》，并按月进行

调整。

③结算方式

根据实际交易数量按月结算。

④杂质扣除标准

矿产品的杂质扣款标准和交收方式按《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锡选矿产品交收管理办法》杂质标准执行。

（2）铜原料及产品

铜精矿

①甲方承诺将其所生产的铜精矿、粗铜全部销售给乙方，不再销售给其他第三方，以保证公司的生产需要。

②交易价格

双方根据市场公允价格制定《铜精矿及铜精矿含银、含金结算价格表》，并按月进行调整。

③结算及杂质扣除方式

矿产品的杂质扣款标准和交收方式按《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铜精矿销售管理办法》杂质标准执行。

（3）乙方将所生产的硫精矿销售给甲方，价格以结算期间市场交易公允价格为准，按实际交易数量，每月结算一次。

（4）具体产品的数量、回收率、稀有金属的计价等事宜由双方在此合同下签订具体购销合同予以约定。

（5）公司与云锡集团对各自销售的原料及产品必须保证不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刚果及其周边冲突地区的物料，同时严

禁混入其它冶炼中间产品（化工渣等）及含有有害物质（如放射性物质）。 一经发现，销售方应支付对方冶炼损失补偿费

（按每个实物吨3000元计算，不含因杂质超过标准应扣的款项）。

（6）本合同期限为3年。

2、与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矿产品购销合同》

鉴于公司每年向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锡物流” ）采购部分矿石原料，出售部分产成品。因此公司

拟与云锡物流续签《矿产品购销合同》。

（1）矿产原料采购方面

①锡原料：价格以结算期间市场交易公允价格为准，按实际交易数量进行实时结算。

②铜原料：价格以结算期间市场交易公允价格为准，按实际交易数量进行实时结算。

（2）产品销售方面

公司将所生产的部分锡金属产品、铜金属产品销售给云锡物流，价格以结算期间市场交易公允价格为准，按实际交易

数量，每月结算一次。

（3）具体产品的数量、回收率、稀有金属的计价等事宜由双方在此合同下签订具体购销合同予以约定。

（4）公司与云锡物流对各自销售的原料及产品必须保证不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刚果及其周边冲突地区的物料，同时严

禁混入其它冶炼中间产品(化工渣等)及含有有害物质（如放射性物质）。 一经发现，销售方应支付对方冶炼损失补偿费（按

每个实物吨3000元计算，不含因杂质超过标准应扣的款项）。

（5）本合同期限为1年。

3、与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综合服务协议》

鉴于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云锡物流提供相关生产、经营管理、生活所需的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公司拟与

云锡物流续签《综合服务协议》。

（1）综合服务项目

①运输服务，计价方式为按云锡物流对外运输服务的平均收费标准计价，费用按月结清。

②仓储服务，计价方式为根据当地市场平均价格，按实际提供的服务量收费，费用按月结清。

③材燃料、备品备件供应，计价方式为按市场同期价格进行公允计价，费用按月结清。

④汽车及高效采矿设备的维护维修服务，计价方式按市场同期公允价格进行结算。

（2）服务质量

云锡物流向公司提供的服务质量应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如无国家规定标准的，应达到行业标准；无行业标准的，应达

到当地一般标准。

（3）在此合同下，双方另行签订与综合服务项目内容有关的具体协议，就各自权利义务、具体事项等在交易期间予以

详细约定。

（4）合同期限为1年。 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4、与云锡澳大利亚TDK资源公司签订《2021年度锡精矿购销合同》（译）

为保障公司2021年度原料供应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拓宽原料采购渠道，公司拟与云锡澳大利亚TDK资源公

司购买锡精矿，并与其续签年度购销合同。

采购数量：7000湿吨(+/-10%)锡精矿

原料品质范围

Sn 55�-�65% Sb 〈0.1%

S 1-5% Pb 〈0.1%

As 0.1�– 0.5% Zn 〈0.1%

Cu 0.02-0.15% Fe 4-8%

Bi 〈0.1%

作价标准

每批货物的临时发票价格应为提单日的官方LME价格（买方结算价）。

最终发票价格为提单日（包括提单日)后45个日历日的LME（买方结算价）平均价格。

由于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关的问题，买方有义务参与第三方的审计程序。 作为审计程序的一部分，买方必须在不同程

度上确定买方的所有原料供应来源。 供应商同意向买方或其指定的审计师提供合理的合作，并在合理通知后向买方提供

供应商拥有的文件和实际地点，以便能够进行此类审计。 所有供应商的文件和信息将由买方保密，并仅用于审计目的。

5、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土地租赁合同》

公司下属老厂分公司、卡房分公司、锡化工公司、大屯锡矿及冶炼分公司目前正在使用云锡控股的56宗土地， 2019年

公司与云锡控股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合同期至2020年12月31日已期满，为保证上述土地的正常使用，规范与云锡控

股的关联交易，拟与云锡控股续签该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标的：云南锡业化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老厂分公司、卡房分公司、大屯锡矿及冶炼分公司使用管理区域内的

56宗土地。

（2）租赁的土地使用面积：9,527,055.59平方米

（3）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4）定价方式和租金：综合土地取得的成本、土地使用时段的升值及相关税费，比对现实土地出租租金每平方米单价

等综合因素，经过双方协商，土地租赁年租金为9.69元/平方米/年，合计92,317,168.67元/年。

（5）支付方式：租金按月支付，公司每月30日前向云锡控股支付。

（6）合同年限：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满另行签订合同。

6、与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

公司在个旧市区和昆明市区相关分、子公司目前正在使用云锡集团的101宗土地， 2019年公司与云锡集团签订了《土

地租赁合同》，合同期至2020年12月31日已期满，为保证上述土地的正常使用，规范与云锡集团的关联交易，拟与云锡集团

续签该合同。

（1）租赁标的：个旧锡城镇、老厂镇、卡房镇、大屯镇、乍甸镇和昆明市区的101宗土地。

（2）租赁的土地使用面积：4,815,274.97平方米

（3）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4）定价方式和租金：综合土地取得的成本、土地使用时段的升值及相关税费，比对现实土地出租租金每平方米单价

等综合因素，经过双方协商，土地租赁年租金为9.69元/平方米/年，合计46,660,014.46元/年。

（5）支付方式：租金按月支付，公司每月30日前向云锡集团支付。

（6）合同年限：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满另行签订合同。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公司与各交易方已经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向关

联方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为公司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原料、材燃料来源。 基于目前公司原料采购难度加大，考虑到公司锡

冶炼异地搬迁项目和铜冶炼技改项目完成后相继投产，因此适当增加关联采购有其必要性，以保障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有利于公司扩大销售市场，提高公司销售额。

2、在交易过程中，有政府定价的按照政府定价执行；有政府指导价的，由相关各方在市场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确定市

场价格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为公司经营地及邻近地区提供类似服务的第三方相同价格和质量的产品当时收取的商品价格；

无市场价格或该产品市场价不可比时，按成本价加合理利润作为双方结算的价格。

3、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面意见及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对本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事前认可书面意见如下：

（1）公司拟审议的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交易合同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能

有效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交易价格为市场公允价格，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相关业务的开展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发展，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回避表决。

（3） 同意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交易合同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

议。

2、独立意见：

（1）交易的公允性：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接受劳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持续性关联交易

是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为定价原则，未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符合关联交易相关规则。

（2）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

其控制。

（3）审议程序：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预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同时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合同。

七、备查文件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所涉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书面意见》；

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日常关联交易相关合同（协议）。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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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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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业股份”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锡业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预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2021年度开展与生产经营和贸易相关产品的套期保

值业务。

2、2021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和必要性

公司主要从事锡、铜、锌等有色金属的采选、冶炼、加工、销售及贸易业务，由于有色金属产品、原材料和商品易受国内

外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呈现较大价格波动。 为规避有色金属价格波动对公司原料采购、产品销售、贸易业务的风

险，同时减少因价格波动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绩的影响和冲击，公司拟在2021年对与生产经营业务相关的产品、原材料

及贸易商品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二、2021年套期保值计划

保值品种

套期保值计划数量（含自产和贸易，按开仓单

向计算）

交易市场 有效期 资金来源

锡 不超过69,900吨 上期所、LME

2021年度

自有资金、交易代理机构提供的

信用额度

铜 不超过36,820吨

上期所

锌 不超过153,000吨

铅 不超过20,000吨

铝 不超过20,000吨

黄金 不超过675.1千克

上期所、上金所

白银 不超过561.3吨

硅铁 不超过6,000吨

郑商所

动力煤、焦煤、焦炭 不超过100,000吨

三、套期保值操作需遵循的套保原则

以现货需求为依据，严格进行套期保值交易，禁止投机交易，期货持仓量不得超过同期现货交易数量，期货持仓时间应

与现货交易时间相匹配，连续12个月份的套期保值头寸总量不得超出相应时期的套期保值额度。 同时，在整个套期保值操

作过程中所有交易都应严格按照公司已有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细则》进行风险控制。

四、期货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通过期货套期保值操作可以规避金属价格剧烈波动对公司造成的影响，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但同时也可能存在一

定风险：

1、市场风险：期货行情变动幅度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期货套期保值损失。

2、资金风险：期货交易按照公司相关制度中规定的权限下达操作指令，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资金存在流动性风险，甚

至可能因不能及时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造成实际损失。

3、操作风险：由于期货及远期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会存在因信息系统或内部控制方面的缺陷而导致意见

损失的可能。

4、系统风险：全球型经济影响导致金融系统风险。

5、信用风险：当价格出现对交易对方不利的大幅度波动时，交易对方可能违反合同的相关规定，取消合同，造成公司损

失。

6、政策风险：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或交易对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

给公司带来损失。

五、公司进行期货套期保值的准备工作及风险控制措施

1、针对套期保值业务，公司建立了完整的组织机构，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制度以及相关业务操作流

程、审批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得当，能确保该业务有效运行。

2、公司设有市场运营中心运行进行期货业务管理操作，明确相应人员的职责，并配备投资决策、业务操作、风险控制等

专业人员；公司将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套期保值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3、公司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严格控制套期保值头寸，并实施动态监管。

4、在实际操作中，公司将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严格按照公司《期货套期保值管理

办法》的规定下达操作指令，根据审批权限进行对应的操作。 公司将合理调度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

5、在业务操作过程中，公司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防范法律风险，定期对套期保值业务的规范性、内控

机制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利用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定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此外，公司成立

了期货保值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期货保值管理工作，并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境内外期货套期保值运作流程。

2、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通过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进行风险控制，以减少价格波动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要求公司在具体执行套期保值计划过程中严格按要求合规操作，严控

相关风险，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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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云锡贸

易（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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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贸易公司” ）日常经营、贸易的资金需求，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锡业股份”或“公司” ）于2021年1月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上海贸易公司向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三年（该担保期限的生效日以经公司相关决策程序

后与银行签订合同的起始日为准）。 根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本次为上海贸易公司提供担

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4月24日

3、注册地点：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科技园萃砖公路258号32幢1501室

4、法定代表人：岳敏

5、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贵金属材料、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金银饰品、有色金属、金属原料及制品（除专控）、化工产品及原料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玻璃制品、石英砂、白云石、石灰石的销售，货物或

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有色金属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货运代理，仓储管理（除食品、危险品），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自有房屋租赁，成品

油批发，原油批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锡业股份持有其100%的股权

8、2019年及2020年9月末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63,008.06 76,259.85

2 负债总额 20,687.39 32,553.41

3 资产负债率 32.83% 42.69%

4 净资产 42,320.67 43,706.43

2019年度 2020年1-9月

5 营业收入 2,298,151.12 2,015,780.58

6 利润总额 81.70 1,618.40

7 净利润 59.88 1,213.80

注：2019年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0年9月末数据未经审计。

9、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上海贸易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相关协议尚未签署，本公司和上海贸易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审议结果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正式担保合同，并根

据担保合同约定具体担保责任。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事项）累计总额为229,900万元，均为公司

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孙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1,240,291万元的

18.54%。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上海贸易公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要，保证其可持续发展，同时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额

度。

上海贸易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 目前其经营稳定，未来能获得持续的

现金流，具备较强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综合上述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海贸易公司向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担保有利于补充其营运资金，促进其主营业务健康发展，被担保对象的经营情况

良好，公司能够通过对其实施有效管理，控制相关风险。上述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对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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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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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经2021年1月2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同意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公司2021年1月23日披露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2月8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日期、起止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2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2月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当前属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时期，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保障广大股东健康，公司建议股东通过网

络投票的方式进行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

按照云南省和昆明市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规定，境外及国内疫情高风险地区入（返）滇人

员，一律按照已有措施进行封闭管理；国内中风险地区入（返）滇人员，一律严格实施14天社区健康管理；从国内低风险地

区入（返）滇人员，需提供7天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当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相关人

员除带齐相关参会证明文件外，请务必佩戴好口罩，填写个人健康声明承诺，并进行往返交通、住宿等信息登记，由公司工

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和必要的消毒措施后，方可进入会场。

6、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2月3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于2021年2月3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2021年1月23日披露的

2021-007号公告） 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详见公司2021年1月

23日披露的2021-007号公告）时，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母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应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民航路471号云锡办公楼八楼会议室。

二、会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审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4、审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5、审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根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八十条之规定，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方可生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1年1月22日）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3.00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

4.00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

5.00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到公司证券部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登记。

（1）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需签字并盖公章）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出席会议，需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授权委托代理人持

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3）QFII：凭QFII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特别注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需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登记时间：2021年2月5日（星期五）8:00-12:00� � � 14:00-18:00

3、登记地点：昆明市民航路471号云锡办公楼九楼证券部。

4、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昆明市民航路471号云锡办公楼九楼证券部邮编：650200

联系人：杨佳炜、马斯艺

电话：0871-66287901传真：0871-66287902邮箱：xygfzqb@qq.com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

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360960

投票简称：锡业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2月8日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2月8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

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代表本人（单位）参加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2月8日召开的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代表本人（单位）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如没有做出指

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3.00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

4.00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

5.00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2021年2月日至2021年2月日

注：1、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

填上“√”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三者只能任选其一。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2021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