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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传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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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

201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材料。 会议于2014年12月 17日

以传真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 实际参加董事9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

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公司２号2800m3高炉机器设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议

案。

公司拟将2号2800m3高炉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30,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5

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公司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3

亿元的反担保》的议案。

为改善融资结构，补充资金缺口，公司拟将2号2800m3高炉机器设备以售

后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30,

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5年，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依据《担保法》、《河南省省属企业担保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

定，要求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拟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

押给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公司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此次反担保系为公司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构成关联

交易。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关联董事

李涛先生、李存牢先生、安志平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并通过《公司2号2800m3高炉建构筑物、7号JN-60型55孔焦炉设

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议案。

公司拟将2号2800m3高炉建构筑物、7号JN-60型55孔焦炉设备以售后

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 融资金额为20,

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5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并通过《公司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

亿元的反担保》的议案。

为改善融资结构，补充资金缺口，公司拟将2号2800m3高炉建构筑物、7

号JN-60型55孔焦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20,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5年，安阳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依据《担保法》、《河南省省属企

业担保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拟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公司

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此次反担保系为

公司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

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关联董事李涛先生、李存牢先生、安志平先生依法回

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17日

证券代码：600569� � � � �证券简称：安阳钢铁 编号：临2014－044号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监事会会议（传真方式）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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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

2014年第四次临时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材料。 会议于2014年12月 17日

以传真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5名， 实际参加监事5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

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公司2号2800m3高炉机器设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议

案。

公司拟将2号2800m3高炉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30,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5

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公司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3

亿元的反担保》的议案。

为改善融资结构，补充资金缺口，公司拟将2号2800m3高炉机器设备以售

后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30,

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5年，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依据《担保法》、《河南省省属企业担保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

定，要求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拟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

押给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公司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此次反担保系为公司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构成关联

交易。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该议案尚

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并通过《公司2号2800m3高炉建构筑物、7号JN-60型55孔焦炉设

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议案。

公司拟将2号2800m3高炉建构筑物、7号JN-60型55孔焦炉设备以售后

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 融资金额为20,

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5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并通过《公司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

亿元的反担保》的议案。

为改善融资结构，补充资金缺口，公司拟将2号2800m3高炉建构筑物、7

号JN-60型55孔焦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20,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5年，安阳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依据《担保法》、《河南省省属企

业担保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拟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公司

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此次反担保系为

公司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

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该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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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号2800m

3

高炉

机器设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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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交易内容：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

将2号2800m

3

高炉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出售给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与该公司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交易，融资金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融资

期限为5年。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全票通过。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4年12月17日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 《融资租赁合

同》，以本公司2号2800m

3

高炉机器设备，与其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交易，

融资金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上述融资租赁事项已经本公司2014年第五次

临时董事会会议（传真）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予安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泉路126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2,725,581,400元整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等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主要内容：

1、租赁物：2号2800m

3

高炉机器设备（详见清单）。

2、融资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

3、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方式，即本公司将上述物件出售给中航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同时与该公司就该租赁物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公司按

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向其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5年。

5、租赁利率及租金调整：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实施的人民币 1-5� 年期

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56.5个基点作为租赁年利率（即：租赁年利率=适用贷款

基准利率 +� 1.565%））。 根据现行基准利率，租赁年利率暂定为： 7.565%，

并随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而同方向同比例调整。以此计算，公司应向中航国际

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的概算租金总计为人民币 364,026,027.20元。

6、租金计算方法及支付方式：在租赁期内，采用等额年金法，按季、期末支

付的条件来计算确定租金，在租赁期内，承租人应付租金共 20�期。

7、租赁保证金：租赁保证金为人民币0元。

8、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租赁设备所有权转归中航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所有，租赁期限届满，公司以人民币300，000元留购租赁设备，获得租赁

物的所有权。

9、租赁物的保险：由公司办理租赁物的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用。

10、租赁服务费：租赁服务费1，500万元，支付时间为出租人支付设备购

买款项 之前。

11、合同的担保：提供担保，由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12、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本次融资租赁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融资租赁不会产生关联

交易，担保事项形成关联交易。 通过融资业务，利用公司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

资，有利于盘活固定资产、解决公司中长期资金需求、调节负债结构、优化财务

指标，缓解资金压力。该项业务的开展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及未来年度损益情况

无重大影响。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融资租赁合同》及其他书

面文件。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传真）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7日

附件一：租赁物清单

2号2800m

3

高炉机器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供应商 金额

1 原燃料供应系统（槽上槽下）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1,269,212.56

2 高炉系统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68,924,393.25

3 热风炉系统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5,682,164.04

4 鼓风机站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3,661,192.32

5 煤粉喷吹系统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664,731.71

6 高炉渣处理系统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7,168,032.96

7 工艺管道及辅助设施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2,711,933.96

合计 350,081,6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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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3亿元的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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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为改善融资结构，补充资金缺口，公司拟将2号2800m3高炉机器设备以售

后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30,

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5年，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依据《担保法》、《河南省省属企业担保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

定，要求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拟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

押给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公司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此次反担保系为公司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构成关联

交易。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关联董事

依法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22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李涛

4、成立日期：1995年12月27日

5、注册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梅园庄

6、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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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生产、销售饮料、纯净水、冷冻

饮品、房屋租赁（以上限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经营）。 经营政府授权的国有资

产，冶金产品和副产品、钢铁延伸产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品）、

冶金辅料、机加工产品、农副产品（不含棉、烟、茧、粮）生产经营；冶金机电设

备设计、制造和经营，技术服务、协作、咨询服务；利用自有电视台，发布国内电

视广告，承办分类电视广告业务。 家电及配件、文体用品、广电器材的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60.11%的股

权，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被担保人具体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2013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4,324,527万元， 负债总额3,

589,180万元，净资产735,347万元，资产负债率82.99%。 2013年度实现总收

入4,046,168万元，利润总额6,332万元，净利润79万元。

截至201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4,410,334万

元， 负债总额3,659,479万元， 净资产750,855万元， 资产负债率82.98� %。

2014年1-9月份实现总收入3,422,875万元，利润总额8,985万元，净利润3,

583万元。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信用等级为 AA�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改善融资结构，补充资金缺口，公司拟将2号2800m3高炉机器设备以售

后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30,

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5年，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依据《担保法》、《河南省省属企业担保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

定，要求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拟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

押给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公司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此次反担保系为公司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构成关联

交易。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同意本公司拟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安阳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公司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的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反担保事项的产生是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中

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资金额为五年期3亿元人民币的融资租赁业

务，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此笔贷款进行担保所致。 因此，公司同意为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相应反担保， 其实质是为支持本公司自身的

经营发展。 本次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遵循客观、公平、对等的原则。

2、据公司董事会核实：被担保方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前景

与资信情况良好，业务广泛且经营稳定，资产安全性高，可偿还资金充足。公司

董事会认为，本次反担保事项有利于本公司争取融资租赁业务，财务风险小，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 公司担保余额为90,000万元 （包括本次担保金额30，0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2.53%。 其中对子公司担

保余额为0万元，对外担保余额为90,000万元，未有逾期担保。 以上担保均符

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本次担保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后仍

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独立董事意见:

事前认可:

1、 公司拟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公司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此次反担

保系为公司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也体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公平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此反担保有利

于保障公司控股公司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履行

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的职责,是可行的。

2、请公司董事会及相关人员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相

关的审批程序。

3、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行为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程序合法。

七、对公司影响:本次公司通过对安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有

利于保证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持正常经营, 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公司

生产经营有序地进行,经营业绩有更好地发展。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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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2800m

3

高炉建构筑物7号JN-60型

55孔焦炉设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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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交易内容：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

将2号2800m

3

高炉建构筑物、7号JN-60型55孔焦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出

售给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该公司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交易，融资金额

为人民币20,000�万元，融资期限为5年。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全票通过。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4年12月17日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 《融资租赁合

同》，以本公司2号2800m3高炉建构筑物、7号JN-60型55孔焦炉设备，与其进

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交易，融资金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 上述融资租赁事

项已经本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传真）以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予安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泉路126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2,725,581,400元整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等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主要内容：

1、租赁物：2号2800m

3

高炉建构筑物、7号JN-60型55孔焦炉设备（详见

清单）。

2、融资金额：人民币20,000万元。

3、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方式，即本公司将上述物件出售给中航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同时与该公司就该租赁物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公司按

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向其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5年。

5、租赁利率及租金调整：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实施的人民币 1-5� 年期

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56.5个基点作为租赁年利率（即：租赁年利率=适用贷款

基准利率 +� 1.565%））。 根据现行基准利率，租赁年利率暂定为： 7.565%，

并随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而同方向同比例调整。以此计算，公司应向中航国际

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的概算租金总计为人民币 242,684,0� 17.00元。

6、租金计算方法及支付方式：在租赁期内，采用等额年金法，按季、期末支

付的条件来计算确定租金，在租赁期内，承租人应付租金共 20�期。

7、租赁保证金：租赁保证金为人民币0元。

8、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租赁设备所有权转归中航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所有，租赁期限届满，公司以人民币200，000元留购租赁设备，获得租赁

物的所有权。

9、租赁物的保险：由公司办理租赁物的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用。

10、租赁服务费：租赁服务费1，000万元，支付时间为出租人支付设备购

买款项 之前。

11、合同的担保：提供担保，由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12、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本次融资租赁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融资租赁不会产生关联

交易，担保事项形成关联交易。 通过融资业务，利用公司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

资，有利于盘活固定资产、解决公司中长期资金需求、调节负债结构、优化财务

指标，缓解资金压力。该项业务的开展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及未来年度损益情况

无重大影响。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融资租赁合同》及其他书

面文件。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传真）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7日

附件一：租赁物清单

2800m

3

高炉建构筑物和7号焦炉主体及配套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供应商 金额

一 2号2800m3高炉建构筑物 168,789,554.99

1 原燃料供应系统（槽上槽下）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6,697,593.10

2 高炉系统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77,196,572.32

3 热风炉系统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4,435,266.18

4 鼓风机站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567,085.59

5 煤粉喷吹系统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4,537,971.99

6 高炉渣处理系统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1,174,281.90

7 工艺管道及辅助设施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180,783.91

二 7号JN-60型55孔焦炉主体及配套设备 147,090,549.35

1 7#焦炉主体 中国第三冶金建设公司 47,297,235.72

2 7#焦炉配套设备 大连重工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99,793,313.63

合计 315,880,104.34

证券代码：600569� � � � � �证券简称：安阳钢铁 编号：临2014-048号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亿元的反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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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为改善融资结构，补充资金缺口，公司拟将2号2800m3高炉建构筑物、7

号JN-60型55孔焦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20,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5年，安阳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依据《担保法》、《河南省省属企

业担保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拟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公司

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此次反担保系为

公司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

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22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李涛

4、成立日期：1995年12月27日

5、注册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梅园庄

6、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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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生产、销售饮料、纯净水、冷冻

饮品、房屋租赁（以上限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经营）。 经营政府授权的国有资

产，冶金产品和副产品、钢铁延伸产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品）、

冶金辅料、机加工产品、农副产品（不含棉、烟、茧、粮）生产经营；冶金机电设

备设计、制造和经营，技术服务、协作、咨询服务；利用自有电视台，发布国内电

视广告，承办分类电视广告业务。 家电及配件、文体用品、广电器材的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60.11%的股

权，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被担保人具体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2013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4,324,527万元， 负债总额3,

589,180万元，净资产735,347万元，资产负债率82.99%。 2013年度实现总收

入4,046,168万元，利润总额6,332万元，净利润79万元。

截至201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4,410,334万

元， 负债总额3,659,479万元， 净资产750,855万元， 资产负债率82.98� %。

2014年1-9月份实现总收入3,422,875万元，利润总额8,985万元，净利润3,

583万元。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信用等级为 AA�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改善融资结构，补充资金缺口，公司拟将2号2800m

3

高炉建构筑物、7号

JN-60型55孔焦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

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20,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5年，安阳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依据《担保法》、《河南省省属企业

担保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

司拟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公司为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此次反担保系为公

司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同意本公司拟将部

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公司为安阳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反担保事项的产生是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中

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资金额为五年期2亿元人民币的融资租赁业

务，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此笔贷款进行担保所致。 因此，公司同意为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相应反担保， 其实质是为支持本公司自身的

经营发展。 本次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遵循客观、公平、对等的原则。

2、据公司董事会核实：被担保方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前景

与资信情况良好，业务广泛且经营稳定，资产安全性高，可偿还资金充足。公司

董事会认为，本次反担保事项有利于本公司争取融资租赁业务，财务风险小，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担保余额为110,000万元（包括本次担保金额20，0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5.32%。 其中对子公司担

保余额为0万元，对外担保余额为110,000万元，未有逾期担保。以上担保均符

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本次担保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后仍

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独立董事意见:

事前认可:

1、 公司拟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公司为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此次反担

保系为公司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也体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公平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此反担保有利

于保障公司控股公司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履行

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的职责,是可行的。

2、请公司董事会及相关人员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相

关的审批程序。

3、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行为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程序合法。

七、对公司影响:本次公司通过对安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有

利于保证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持正常经营, 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公司

生产经营有序地进行,经营业绩有更好地发展。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