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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四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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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第四十八次董事会会议于2021年10月11日以书面通讯形式召

开。 公司现有董事8人，出席会议的董事8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公司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

钢” ）签署〈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之补充协议（2021年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与该事项相关的关联董事王义栋先生、李镇先生、李忠武先生、王保军先生回避

表决。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请详见2021年10月1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额度的公告》。

议案二：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公司与鞍钢签署〈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2022-2024年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与该事项相关的关联董事王义栋先生、李镇先生、李忠武先生、王保军先生回避

表决。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请详见2021年10月1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议案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公司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原材料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与该事项相关的关联董事王义栋先生回避表决。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请详见2021年10月1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议案四：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公司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2022-2024年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与该事项相关的关联董事王义栋先生、王保军先生回避表决。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请详见2021年10月1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 （2022-2024年

度）〉的关联交易公告》。

议案五：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公司与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签署

〈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22-2024年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与该事项相关的关联董事王义栋先生回避表决。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请详见2021年10月1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的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与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签署 《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2022-2024年度）》关联交易公告》。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同意意见如下：

1.�关联董事就上述事项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

2.�《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之补充协议（2021年度）》、《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

《原材料供应协议 （2022-2024年度）》、《金融服务协议 （2022-2024年度）》、《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2022-2024年度）》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1）为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的交易；（2）是按照一般商业条

款进行，或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交易条款进行，或按（如无可参考比较者）对公司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的条

款进行；（3）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4）经调整的2021年度上限及相关交易于2022、2023、2024�年度的交易金额上限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的实际需求。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董事会决议；

2.�本次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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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度

部分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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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8年12月18日，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鞍钢股份）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

司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签署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19-2021年度）》（以下简称原

协议）、公司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钒钛）签署的《原材料供应协议（2019-2021

年度）》、公司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2019-2021年度）》（以下合称日常关联

交易协议（2019-2021年度））。具体情况见2018年10月1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鞍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另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要求，公司于

2021年3月31日发布了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以下简称2021年度预计公

告）。 具体情况见2021年3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2021年度预计公

告。

根据日常关联交易协议（2019-2021年度）及2021年度预计公告，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

团）向鞍钢及其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集团，本公告中不包括本集团，包括鞍钢持股30%以上的公司）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上限为人民币53,493百万元， 其中采购主要原燃材料上限金额为人民币29,

207百万元（其中根据《原材料供应协议（2019-2021年度）》，本集团与攀钢钒钛及其子公司交易上限为人民

币510百万元；根据原协议本集团与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之间交易上限为人民币28,697百万元）；采购钢材产

品交易上限为人民币450百万元；采购支持性服务交易上限为人民币6,168百万元；本集团向鞍钢集团销售产

品交易上限为人民币5,609百万元（以下统称原额度）。

受铁矿石、煤炭等原燃料价格大幅上涨、钢材产品价格上涨等多因素影响，公司预计2021年度采购主要原燃

材料、钢材产品、支持性服务和销售产品关联交易金额将超过原额度。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

要，公司拟与鞍钢签署《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之补充协议（2021年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以调整原协议

中2021年度相关类别关联交易上限金额。调整后采购主要原燃材料、钢材产品、支持性服务和销售产品关联交易

上限分别为人民币35,796百万元、1,216百万元、9,303百万元、10,172百万元，因此，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总额上限增至人民币69,056百万元。 2021年度预计公告中其他类别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不变。

公司于2021年10月11日召开了第八届第四十八次董事会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公司与鞍钢签署〈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之补充协议（2021年度）〉的议案》，与该事项相关的关联董

事王义栋先生、李镇先生、李忠武先生、王保军先生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调整后采购主要原燃材料、钢材产品、支持性服务和销售产品关联交易上限分别为人民币35,796百

万元、1,216百万元、9,303百万元、10,172百万元，共计金额为人民币56,487百万元，占公司最近一年度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05.85%。该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支持性服务调整后上限

金额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分类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21年度预计调

整后上限

2021年1-9月

份发生额

2020年度发

生额

采 购 商

品 /接受

服务

鞍山钢铁 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11,348 8,625 7,331

鞍钢集团矿业弓长岭有限公司 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4,321 3,179 3,126

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3,538 2,463 2,385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3,439 2,377 2,107

山西物产国际能源有限公司 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4,309 2,832 1,808

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2,697 1,956 1,385

鞍钢集团关宝山矿业有限公司 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2,192 1,534 1,318

鞍钢废钢资源（鞍山）有限公司 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2,955 1,933 555

鞍钢铸钢有限公司 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313 230 348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 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684 526 528

小计 35,796 25,655 20,891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

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510 120 156

合计 36,306 25,775 21,047

采 购 商

品 /接受

服务

鞍钢集团 钢材产品 市场化原则 1,216 439 398

小计 钢材产品 1,216 439 398

采购商

品/接受

服务

德邻陆港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邻陆港）

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2,124 1,159 1,710

鞍山钢铁 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1,301 705 855

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700 440 670

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司 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584 345 542

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1,218 303 466

鞍钢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432 273 376

鞍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597 325 369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 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2,347 1,916 1,946

小计 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9,303 5,466 6,934

销售产

品/提供

服务

德邻陆港 销售产品 市场化原则 6,069 3,261 2,503

鞍钢绿色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化原则 749 498 707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化原则 3,354 1,724 902

小计 销售产品 市场化原则 10,172 5,483 4,112

注：上述各关联人均属于鞍钢集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公司名称 相关信息

1

鞍钢集团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成旭

注册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山街77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亿元

主营业务：钢、铁、钒、钛、不锈钢、特钢生产及制造，有色金属生产及制造，钢压延加工，铁、钒、钛及其他有色金属、非金

属矿采选与综合利用等。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340,183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22,577百万元；2020年

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13,111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029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360,282百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38,965百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49,973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6,691百万

元。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

系情形。

2

鞍钢集团矿

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安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67亿元

主营业务：黑色金属矿采、选、烧、球团；石灰石、水泥、硝石灰等。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二一九路39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70,152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47,447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

收入人民币16,463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062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70,865百万元，净资产为

人民币49,926百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1,371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020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

鞍钢集团关

宝山矿业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伊志宣

注册资本：人民币30,670万元

主营业务：铁矿露天、地下开采、铁矿石加工、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等。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千山镇山印子村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8,534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8,408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

入人民币1,491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67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8,629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8,448百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086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40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

鞍钢集团矿

业弓长岭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乃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505,788万元

主营业务：铁矿采选、矿产品深加工等。

住所：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苏家街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14,372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2,030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

收入人民币5,067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38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15,230百万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12,399百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695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953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5

鞍钢集团鞍

千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亢建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194,614万元

主营业务：铁矿采选等。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镇金胡新村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11,934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0,387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

收入人民币2,901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962百万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12,665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10,890百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238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960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6

鞍钢集团国

际经济贸易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三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86,000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承包境外工业民用建筑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等。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南中华路322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13,189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2,934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

入人民币32,801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57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14,666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3,337百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6,323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34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7

鞍钢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凤先

注册资本：人民币61,120万元

主营业务：冶金、建筑、矿山、市政公用、电力、石油化工、铁路、机电工程总承包；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冶金、建筑行业、轻

型房屋钢结构设计等。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安乐街34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5,123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929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人

民币3,778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7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5,873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903百

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800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5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8

鞍钢集团工

程技术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占立

注册资本：人民币64,897.705万元

主营业务：工程总承包，工程设计，工程勘察，测绘，城市规划，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项目管理服务，地基与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工程监理等。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鞍钢厂区正门内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3,112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41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人

民币2,206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1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3,830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848百

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014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67百万元。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联系人，该关联人符合《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9

鞍钢绿色资

源科技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贺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66,140万元

主营业务：钢渣制品及水渣粉销售等。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鞍钢厂内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924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627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人民

币1,332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9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913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627百万

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780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59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0

鞍钢废钢资

源（鞍山）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凯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主营业务：废钢加工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铁塔街10乙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298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208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人民

币1,069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8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388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27百万元；

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879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9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1

鞍钢金属结

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项士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8,285万元

主营业务：工程建设，道路施工，金属结构制造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园林大道62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350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47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人民

币500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6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313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37百万元；

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08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4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2

鞍山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义栋

注册资本：人民币260亿元

主营业务：金属、非金属矿，铁原、精矿购销、加工，公路运输），铁路运输，火力发电，工业、民用气体，耐火土石，黑色金

属，钢压延制品等。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221,762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09,950百万元；2020年度，营

业收入人民币104,695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96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230,710百万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120,070百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77,731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1,676百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直接控制人，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13 德邻陆港

法定代表人：王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24,466万元

主营业务：钢材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仓储服务等。

住所：鞍山市鞍刘路3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1635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89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人

民币4868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9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3005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592百

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369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6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4

鞍钢冷轧钢

板（莆田）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冷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万元

主营业务：钢压延加工、销售；金属制品加工、销售等。

住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望山东路555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2,054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705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

人民币760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5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2,078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661百

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550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3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5

山西物产国

际能源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素宏

注册资本：人民币9473.2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焦炭、废钢销售。

住所：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1号27幢617-628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238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31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人民

币1,774百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5百万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306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46百万元；

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989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5百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联系人，该关联人符合《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6

鞍钢铸钢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雷

注册资本：人民币45,449万元

主营业务：铸钢件（铸钢轧辊）、钢锭、钢坯、钢制品、普通钢、特种钢深加工；机械加工、木器加工；金属粉末技术咨询服务、转让；热轧

方钢、热轧合金方钢；生铁、钢水、电、蒸汽、水销售；冶金产品设计；厂房租赁；起重设备租赁；劳动力外包。

住所：鞍山市立山区红旗路26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642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238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659百万

元，净利润人民币20百万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686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50百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

为人民币386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2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17

鞍钢汽车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克

注册资本：人民币13,660万元

主营业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和平路8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541百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94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1,385百万

元，净利润人民币23百万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531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87百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

为人民币771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4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18

攀钢集团钒钛

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俊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8,589,746,202元

主营业务：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等。

住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弄弄坪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11,649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9,796百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

币10,579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43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12,220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0,402百万元；

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7,133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585百万元。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上述关联人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履约能力分析

鞍钢集团是中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和先进的采选加工能力，同时也具有较

强的钢铁行业相关配套服务能力。 鞍钢集团与本集团长期合作，为本集团提供优质的原燃材料、钢材产品、支

持性服务，同时也作为客户采购本集团部分产品。 相关协议中约定的定价原则是依据市场化原则制定，交易金

额上限的设定是基于历史交易量、双方生产能力、服务能力、需求情况以及相关市场价格变化等因素而确定。

因此，上述关联人有能力按协议约定向本集团提供相关的原燃材料、钢材产品、支持性服务，并会按照协议约

定采购本集团的相关产品。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日常关联交易协议（2019-2021年度）的主要内容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2019-2021年度）的主要内容详见2021年3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2021年度预计公告。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方：鞍钢、鞍钢股份

2.�协议签署日期：2021年10月11日

3.�生效条件：经双方签署并经鞍钢股份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4.�协议有效期：除双方以书面方式另行协议外，本协议应从生效日起开始生效，至2021年12月31日终止。

5.�其他主要条款：双方同意，调整原协议中采购主要原燃材料、钢材产品、支持性服务及销售产品上限金

额分别人民币35,796百万元、1,216百万元、9,303百万元、10,172百万元 。

补充协议是《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19-2021年度）》的补充，构成原协议的一部分。 除补充协议另

有约定外，原协议其他内容不变。

（三）上限增加原因分析

1.�采购主要原燃材料

采购主要原燃材料上限增加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21年铁精矿价格急剧上涨。 2021年1-8月份普氏65%指数价格较2020年平均上涨约74%，虽然目前普

氏指数呈现振荡下行趋势，但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未来铁矿石市场仍存在大幅波动的风险。

（2）2021年煤炭价格大幅上涨。1-8月份煤炭价格较2020年平均上涨超过40%，9月份以来国内煤炭价格加速

上涨，公司预计2021年煤炭平均价格较2020年将上涨超过65%；由于国内煤炭供应紧张影响，公司增加了向关联方

的采购量，导致采购煤炭关联交易金额增加。

（3）2021年废钢市场价格大幅上涨， 2021年1-8月份废钢价格较2020年平均上涨约30%。 另外，为了促进绿

色低碳发展及提高运营效率，公司提高入炉废钢比，从而增加废钢采购量，导致采购废钢关联交易金额增加。

（4）2021年合金市场、钢坯市场也均大幅上涨，2021年1-8月份相关品种合金价格较2020年平均上涨20%，钢

坯价格较2020年平均上涨40%，根据目前的上涨趋势，预计2021年比2020年上涨幅度分别将超过30%和50%。

2.�采购钢材产品

采购钢材产品上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部分客户指定本集团作为鞍钢集团与其合作的唯一窗口，而鞍

钢下属的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集团）原为该等客户在重庆、贵州等西南生产基地的

供货商， 由于该等客户的采购政策调整导致攀钢集团生产的部分钢材需通过本集团买断后销售给该等客户。

因此，预计2021年采购钢材产品关联交易金额将有较大幅度增加。

3.�采购支持性服务

采购支持性服务上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为了不断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以及为

了满足国家对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和日益趋严的环保要求，近年来，公司加大了技术改造、智能制造、超低排放

改造以及各类环保项目、节能项目的投入力度，对支持性服务的需求也大幅增加。 鞍钢集团拥有较强的钢铁行

业设计、施工、维护、运输等行业配套生产服务能力，长期为本集团提供优质的服务，与本集团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 鞍钢集团提供的支持性服务不仅具备较高的专业资质和专业水平，同时在管理效率和服务快捷性方

面具有较强的优势。 根据近几年公司各类项目的投入情况和相关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支持性服务关联交易的

上年发生额，预计2021年支持性服务关联交易金额将较大幅度增加。

4.�销售产品

公司向鞍钢集团销售产品上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鞍钢集团下属的德邻陆港近年来充分发挥其产业优势，

为钢铁行业下游中小用户提供订货、运输、仓储、加工及配送等全流程的供应链优质服务，由于该业务的开展，

德邻陆港将做为公司的客户按公司统一对外销售的市场价格采购公司部分钢材，导致公司销售产品关联交易

上限增加。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钢铁生产具有较强的连续性。 鞍钢集团拥有丰富的铁矿石资源储备和先进的采选加工能力，长期从事原

燃材料的开采、供应、加工、制造，是本集团供应链的一部分，为本集团持续获得稳定优质的原燃材料供应提供

了保障；鞍钢集团拥有较强的钢铁行业相关的工程、技术、物流、运输等服务能力，为本集团提供了生产经营所

必需的支持性服务；基于良好地合作关系，本集团可以利用自身的国内钢材市场营销网络为鞍钢集团提供钢

材贸易服务。另外，本集团也会向作为客户的鞍钢集团销售本集团的部分产品。由于外部市场的变化和公司发

展对支持性服务需求的增加，2021年度本集团对部分类别日常关联交易需求也相应增加。 补充协议的签署将

有利于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保障相关节能、环保、技术改造等项目的有序推进，有利于提升公司的

销售能力，并促进本集团与鞍钢集团之间地良性合作。

董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在本集团的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补充协议相关条款是通过公平磋

商且对本集团而言公平合理，修订的相关交易上限符合公司的实际需求，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本

次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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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后免于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452.18百万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对该事项发表同意意见如下：

1.�关联董事就该事项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

2.�《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之补充协议（2021年度）》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1）为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

中进行的交易；（2）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或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交易条款进行，或按（如无可参考

比较者）对公司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的条款进行；（3）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的利益；（4）经调整的2021年度上限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第四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3.�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之补充协议（2021年度）；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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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日常关联

交易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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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释义项 释义内容

公司或鞍钢股份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公司及其子公司

鞍钢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

鞍钢及其子公司（本公告中不包括本集团和攀钢钒钛集团）以及鞍钢直接或间接持有或

控制30%及以上股权的公司

攀钢钒钛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攀钢钒钛集团 攀钢钒钛及其子公司

卡拉拉矿产品 澳大利亚卡拉拉矿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矿产品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协 议

（2022-2024年度）

《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 和 《原材料供应协议 （2022-2024年

度）》统称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与鞍钢、攀钢钒钛分别签署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19-2021年度）》和《原材料供应协议

（2019-2021年度）》将于2021年12月31日有效期满。 为了确保本集团在协议有效期满后，可继续获得相关的原

材料和服务供应，并保障本集团的产品及服务向关联方的销售渠道畅通，经过积极磋商，公司拟与鞍钢和攀钢钒

钛分别签署《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和《原材料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以约定

2022、2023、2024年度本集团与鞍钢集团和攀钢钒钛集团之间有关日常关联交易条款及有关交易金额上限。

公司于2021年10月11日召开了第八届第四十八次董事会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公司与鞍钢签署〈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的议案》，与该事项相关的关联董事王义

栋先生、李镇先生、李忠武先生、王保军先生回避表决；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公

司与攀钢集团钒签署〈原材料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的议案》，与该事项相关的关联董事王义栋先生

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和《原材料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本集团与

鞍钢集团、攀钢钒钛集团之间2022-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如下表：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金额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

关联采购或接受服务 鞍钢集团 55,567 55,947 57,205

关联采购或接受服务 攀钢钒钛集团 510 510 510

关联销售或提供服务 鞍钢集团 18,116 22,411 26,531

合计 - 74,193 78,868 84,246

鞍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通过下属的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3.33%股权；攀钢钒钛为鞍钢

的间接控股公司，因此，鞍钢与攀钢钒钛为公司的关联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表数据，2022-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合计总金额上限为237,125百万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

资产的344.35%。 因此，该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

部门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山街77号

法定代表人：谭成旭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91210000558190456G

主营业务：钢、铁、钒、钛、不锈钢、特钢生产及制造，有色金属生产及制造，钢压延加工，铁、钒、钛及其他有

色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与综合利用等。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340,183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22,577百万元；2020年度，营

业收入为人民币213,111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029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360,

282百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38,965百万元；2021年1-6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49,973百万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16,691百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鞍钢通过其下属的全资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3.33%的股份，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因此，鞍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鞍钢集团是中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先进的采选加工能力，同时也具有较强

的钢铁行业相关配套服务能力。 鞍钢集团与本集团长期合作，为本集团提供优质的原燃材料、钢材产品、能源动

力、辅助材料、支持性服务，同时也作为客户采购本集团部分产品、废旧物资及综合性服务等。 相关协议中约定的

定价原则是依据市场化原则制定，交易金额上限的设定是基于历史交易量、双方生产能力、服务能力、需求情况

以及相关市场价格变化等因素而确定。 因此，鞍钢集团有能力按协议约定向本集团提供相关的原材料、钢材产

品、能源动力、辅助材料、支持性服务，并按照协议约定采购本集团的相关产品、废旧物资及综合性服务等。

交易对手方鞍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方：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谢俊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8,589,746,202元

注册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弄弄坪

税务登记证号码：91510400204360956E

主营业务：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等。

截至2020年末，攀钢钒钛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9,796百万元；2020年度，攀钢钒钛经审计营业收入为人

民币10,579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43百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攀钢钒钛未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10,

402百万元；2021年1-6月份，攀钢钒钛未经审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7,133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585百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攀钢钒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鞍钢的间接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

（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因此，攀钢钒钛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攀钢钒钛是中国最大且品种齐全的钒制品生产企业，其生产的高钒铁、钒氮合金等钢铁领域用钒产品销

量保持国内领先水平，产品畅销国内外，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也有较大影响力，是本集团生产所需原料钒铁、钒

氮等合金的重要供应商。 多年来，本集团与攀钢钒钛集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攀钢钒钛集团有能力根据协议

约定为本集团提供符合要求的合金原料。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日常关联交易协议（2022-2024年度）项下的交易

1.�本集团采购的鞍钢集团产品和服务

(a)�主要原燃材料：铁精矿、球团矿、烧结矿、卡拉拉矿产品、废钢、钢坯、合金和有色金属、钢锭、焦炭、煤炭

(b)�钢材产品：钢材产品

(c)�辅助材料：石灰石、白灰、耐火材料、备件备品、其他辅助材料、可再生资源

(d)�能源动力：电、水、蒸汽、气体产品

(e)�支持性服务：铁路运输及服务、道路、管道运输及服务、代理服务、设备检修及服务、设计及工程服务、

职业技术教育、在职职工培训、翻译服务、报纸及其它出版物、电讯业务、电讯服务、信息系统、生产协力及维

护、生活协力及维护、公务车服务、节能、环保、安全、检测、技术开发与服务、医疗卫生服务、业务招待、会议费

用、绿化服务、保卫服务、港口代理服务、土地房屋租赁、废水处理、水上运输及服务、带料加工

2.�本集团销售给鞍钢集团的产品和服务

(a)�产品：钢材产品、铁水、钢坯、焦炭、钢铁生产副产品、煤炭、进口矿、烧结矿、球团矿、电商商品

(b)�废钢料和废旧物资：废钢料、废旧物资、报废资产或闲置资产

(c)� 综合性服务：电、新水、净环水、污环水、软水、煤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蒸汽、氮气、氧气、氩气、压缩

空气、氢气、余热水、液氧、液氮、液氩、气体产品、产品测试服务、代理服务、资产委托管理、运输服务、取暖费

3.�本集团采购攀钢钒钛集团的原材料

原材料：合金

（二）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 2022-2024年度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金额上限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鞍钢集团

关联采购或接

受服务

主要原燃材料 39,254 39,259 39,395

钢材产品 1,462 1,632 1,836

辅助材料 3,691 3,702 3,713

能源动力 1,798 2,011 2,750

支持性服务 9,362 9,343 9,511

小计 55,567 55,947 57,205

关联销售或提

供服务

产品 16,171 20,206 24,194

废钢料和废旧物资 418 436 456

综合性服务 1,527 1,769 1,881

小计 18,116 22,411 26,531

合计 - 73,683 78,358 83,736

攀钢钒钛

集团

关联采购 原材料 510 510 510

2.� 2019-2020年度及2021年1-9月份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及实际发生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

分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1-9月份

上限金额

实际

发生额

上限金额

实际

发生额

上限金额

实际

发生额

鞍钢集团

关联采购或

接受服务

主要原燃材料 23,194 19,278 26,826 20,891 28,697 25,655

钢材产品 300 167 400 398 450 439

辅助材料 3,526 3,284 3,569 2,980 3,614 2,381

能源动力 2,011 1,646 1,950 1,595 1,848 837

支持性服务 6,411 6,410 7,650 6,934 6,168 5,466

小计 35,442 30,785 40,395 32,798 40,777 34,778

关联销售或

提供服务

产品 5,179 2,502 5,398 4,112 5,609 5,483

废钢料和废旧物资 297 241 361 302 437 263

综合性服务 1,828 1,019 2,028 1,087 2,240 768

小计 7,304 3,762 7,787 5,501 8,286 6,514

合计 - 42,746 34,547 48,182 38,299 49,063 41,292

攀钢钒钛集

团

关联采购 原材料 425 308 510 156 510 120

3.� 2022-2024年度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的确定依据

(1)�本集团采购的鞍钢集团产品和服务

(a)� 主要原燃材料:基于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关于调整2021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额度的公

告》（以下简称2021年调整上限公告）中2021年采购原燃材料预计上限，结合目前各类原燃材料价格上涨变

化趋势等因素，以及未来仍可能存在大幅波动等不确定因素，预计未来铁精矿价格较2021年1-8月份价格将有

所回落，但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煤炭、焦炭、钢坯、废钢、合金等原燃材料未来仍有较大上涨空间。

(b)� 钢材产品：基于2021年调整上限公告中2021年采购钢材产品的预计上限，同时考虑到未来钢材价格

上涨及客户需求增加等因素。

(c)�辅助材料：基于过往的交易数据及近年来公司加大改造力度，预计部分改造产线投入后对辅助材料的

需求量也将相应增加，同时考虑市场价格上涨等因素。

(d)�能源动力：基于过往的交易数据及鞍钢集团部分能源未来供给能力的提升规划，预计未来三年的能源

动力关联采购上限将逐步增加。

(e)�支持性服务：基于2021年调整上限公告中2021年采购支持性服务预计上限，为了实施双碳战略及公司

发展规划，未来三年公司仍将持续加大技术改造、智能制造、超低排放改造力度等因素，预计未来三年支持性

服务需求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

(2)�本集团销售给鞍钢集团的产品和服务

(a)�产品：基于2021年调整上限公告中2021年销售产品预计上限，适当考虑未来钢材价格上涨，以及鞍钢

下属子公司未来业务拓展对钢材产品需求量增加等因素。 另外，为了加快本集团电子商务发展，扩大电子商务

服务范围，增加客户黏度，提升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创效能力与市场竞争力，电子商务平台将以自营方式对外

销售商品，鞍钢集团也将作为电子商务平台客户采购商品，因此将增加本集团向鞍钢集团销售商品交易额。

(b)�废钢料和废旧物资：基于过往的交易数据及考虑适当的价格上涨因素，预计未来三年销售废钢料、废

旧物资上限略有增加。

(c)�综合性服务：基于过往的交易数据,�考虑到本集团综合服务能力的提升、鞍钢集团对综合性服务需求

量增加以及未来的价格上涨等因素，预计未来三年的综合性服务上限将逐年增加。

(3)本集团采购攀钢钒钛集团的原材料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未来三年公司将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量，对合金的需求量也将相应增加。 2021年

以来，钒合金价格大幅上涨，截至7月份，钒合金较2020年末上涨近60%。 考虑到钒合金市场未来仍可能出现大

幅波动等不确定因素，为了确保优质合金原料的稳定供应，公司拟定未来三年的采购攀钢钒钛集团原材料的

上限仍维持2021年度上限水平。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及定价基准

（一）关联交易原则及确定定价原则的基础

1.�关联交易遵循的原则

平等、公允、公正、有偿。

2.�确定定价原则的基础

(1)�有政府定价的原则上执行政府定价；

(2)�没有政府定价，存在活跃市场的按市场价格定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参照实质上相同或相似交易的

市场价格定价；

(3)�无政府定价、市场价的，按双方协商价格或成本加合理利润确定交易价格。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基准

1.�本集团采购鞍钢集团的产品和服务

类别 项目 定价基准

主要原燃材

料

铁精矿

标准产品：不高于（T-1）月21日至T月20日《SBB钢铁市场日报》每日公布的普

氏65%铁CFR中国北方（青岛港）中点价的平均值，加上鲅鱼圈港到鞍钢股份的

运费。其中品位调价以普氏65%指数平均值计算每个铁含量的价格进行加减价。

并在此基础上给予金额为普氏65%指数平均值3％的优惠。

低标产品：不高于（T-1）月21日至T月20日《SBB钢铁市场日报》每日公布

的普氏62%铁CFR中国北方（青岛港）中点价的平均值，加上鲅鱼圈港到鞍钢股

份的运费。 其中品位调价以普氏62%指数平均值计算每个铁含量的价格进行加

减价。 并在此基础上给予金额为普氏62%指数平均值3％的优惠。

球团矿 市场价格

烧结矿

铁精矿价格加上（T-1）*月的工序成本。（其中：工序成本不高于鞍钢股份生产

同类产品的工序成本）

卡拉拉矿产品

标准产品：装货点完成装货所在月，《SBB钢铁市场日报》每日公布的普氏65%

铁CFR中国北方（青岛港）中点价的平均值加上青岛港到辽宁鲅鱼圈的干吨运

费差，除以65乘以实际品位计算价格

低标产品：装货点完成装货所在月，《SBB钢铁市场日报》每日公布的普氏

62%铁CFR中国北方（青岛港）中点价的平均值加上青岛港到辽宁鲅鱼圈的干

吨运费差，除以62乘以实际品位计算价格

废钢、钢坯、合金和有色金属、钢锭、

焦炭、煤炭

市场价格

钢材

产品

钢材产品

按鞍钢股份销售给第三方的价格扣除不低于人民币15元/吨的代销费后的价格

确定

辅助材料

石灰石、白灰、耐火材料、备件备品、

其他辅助材料、可再生资源

不高于鞍钢有关成员公司售予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能源动力

电 政府定价

水 政府定价

蒸汽 生产成本加5%毛利

气体产品 市场价格或生产成本加5%的毛利

支持性服务

铁路运输及服务

道路、管道运输及服务

政府定价或市场价格

代理服务：

-�原燃材料、设备、备件和辅助材

料进口

-�产品出口

-�招投标、电商平台交易

佣金不高于1.5%

其中：原燃料代理费5元/吨

设备检修及服务 市场价格

设计及工程服务 市场价格

职业技术教育、在职职工培训、翻译

服务

市场价格

报纸及其它出版物 政府定价或市场价格

电讯业务、电讯服务、信息系统 国家定价、市场定价或折旧费+维护费

生产协力及维护 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务费、材料费及管理费

生活协力及维护 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务费、材料费及管理费

公务车服务 市场价格

节能、环保、安全、检测、技术开发与

服务、医疗卫生服务

政府定价或市场价格

业务招待、会议费用 市场价格

绿化服务 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务费、材料费及管理费

保卫服务 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务费、材料费及管理费

港口代理服务 市场价格

土地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废水处理 市场价格

水上运输及服务 市场价格

带料加工 市场价格或鞍钢股份集团加工成本加5%毛利

2.�本集团销售给鞍钢集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类别 项目 定价基准

产品

钢材产品

鞍钢股份集团售予独立第三方的价格；就为对方开发新产品所提供的上述产品而言，定价

基准则为如有市场价格，按市场价格定价，如无市场价格，按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所加合

理利润率不高于提供有关产品成员单位平均毛利率

铁水

钢坯

焦炭

钢铁生产副产品

煤炭 采购成本价加价5元/湿吨

进口矿 采购成本价加价5元/干吨

烧结矿 市场价格

球团矿 鞍钢集团销售给第三方的价格扣除不高于1.5%代销费后的价格确定

电商商品 市场价格

废钢料和废旧物资

废钢料、废旧物资 市场价格

报废资产或闲置资产 市场价格或评估价格

综合性 电、新水 政府定价

服务

净环水、污环水、软水、煤气、蒸汽、氮气、

氧气、氩气、压缩空气、氢气、余热水、液

氧、液氮、液氩、气体产品

市场价格或生产成本加5%的毛利

产品测试服务 市场价格

代理服务 佣金不高于1.5%

资产委托管理 市场价格

运输服务 市场价格

取暖费 政府定价或市场价格

3.�本集团采购攀钢钒钛集团的原材料

类别 项目 定价基准

原材料 合金 市场价格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其他主要内容

1.�公司与鞍钢签署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的主要内容

(1)�协议方：公司和鞍钢

(2)�协议签署日：2021年10月11日

(3)�协定供应的收费可一次性或分期支付。付款时间应由双方参照有关各项协定供应的一般业务惯例商定。

(4)�鞍钢集团与鞍钢股份集团商定，一方可于每个公历月最后一天就当日到期支付给另一方有关协定供

应的费用结帐一次，付款方应向协定供应提供方支付到期应付的款额；但是，在当时未到期支付的款额或到期

应付款额有争议的款项不得包含在帐册内。

(5)�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自2022年1月1日起生效，至2024

年12月31日终止。

2.�公司与攀钢钒钛签署的《原材料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的主要内容

（1）协议方：公司和攀钢钒钛

（2）协议签署日：2021年10月11日

（3）对于攀钢钒钛集团向鞍钢股份集团提供的原材料合金，本集团和攀钢钒钛集团同意按市场价格进行

交易。

（4）攀钢钒钛集团承诺在具备生产、供货能力的条件下，优先保证本集团合理要求的原材料供应量，并保

证质量达到鞍钢股份集团认可的标准。

（5）攀钢钒钛集团向鞍钢股份集团保证，按不逊于向第三方提供相类似的原材料的条件向鞍钢股份集团

提供原材料。

（6）攀钢钒钛集团与本集团商定，本集团应于每个公历月最后一天就当日到期支付给攀钢钒钛集团协定

供应的费用结帐一次，本集团应向攀钢钒钛集团支付到期应付的款额。

（7）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双方股东大会批准后，自2022年1月1日起生效，至2024

年12月31日终止。

3.�日常关联交易协议（2022-2024年度）的内容及定价原则、定价基准详见本公告第三、四项下内容。

4.�日常关联交易协议（2022-2024年度）所约定的各类关联交易上限见本公告第三项第（二）条第1款下

列示的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钢铁生产具有较强的连续性。 鞍钢集团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储备和先进的采选加工能力，长期从事原燃

材料、辅助材料和能源动力的开采、供应、加工、制造，是本集团供应链的一部分，为本集团持续获得稳定优质

的原燃材料供应提供了保障；鞍钢集团拥有较强的钢铁行业相关的工程、技术、物流、运输等服务能力，可为本

集团提供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支持性服务；本集团拥有较强大的国内钢材市场营销能力和营销网络，可以为鞍

钢集团提供钢材贸易服务。 另外，本集团也会向鞍钢集团销售本集团的部分产品、废钢料、废旧物资及综合性

服务。 攀钢钒钛集团按市场价为本集团供应合金，为本集团持续获取稳定优质的合金原材料供应提供了保障。

本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本集团的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 该等交易将通过公平磋商及对本集团

而言公平合理的条款进行。 鉴于本集团与鞍钢集团、攀钢钒钛集团所建立的长期的合作关系，及鞍钢集团、攀

钢钒钛集团在各自领域拥有的强大实力，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存续，有利于保证本集团的生

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本集团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有积极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公司股

东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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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后免于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452.18百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独立董事均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1.�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

2.《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原材料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中所涉及的关

联交易（1）为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的交易；（2）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或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提供

的交易条款进行，或（如无可参考比较者）对公司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的条款进行的；（3）交易条款公平合理，

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的利益；（4） 协议就相关交易于2022、

2023、2024�年度的交易金额上限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第四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3.《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

4.《原材料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000898� � � � � � �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8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2022-2024年度）》的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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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鞍钢财务公司）签署

的《金融服务协议（2019-2021年度）》将于2021年12月31日有效期满，为了确保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协议有

效期满后能够继续获得良好的金融服务及资金保障，积极磋商，公司与拟与鞍钢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2022-2024年度）》， 以约定2022、2023、2024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鞍钢财务公司之间有关金融业务条

款及有关交易金额上限。

公司于2021年10月11日召开第八届第四十八次董事会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

过《公司与鞍钢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2022-2024年度）〉的议案》，与该事项相关的关联董事王义栋

先生、王保军先生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金融服务协议（2022-2024年度）》约定公司每年在鞍钢财务公司用于结算的资金存款利息不超过人民币1

亿元，最高存款每日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公司每年在鞍钢财务公司信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贷款

及贴现利息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鞍钢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委托贷款利

息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鞍钢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鞍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集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鞍钢财务

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2-2024年度公司在鞍钢财务公司上述日常存贷款关联交易总额上限为人民币124.5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33%。 根据相关要求，上述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胜利路31号

法定代表人：谢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40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91210300118885772F

主营业务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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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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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员单位

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股权

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间市场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短期融资券、企业债，货币市场基金，

新股申购；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2020年末，鞍钢财务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278.25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71.58亿元；2020年度，鞍钢财

务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9.14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90亿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鞍钢财务公司总资产为人

民币270.63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74.01亿元；2021年1-6月份，鞍钢财务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45亿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2.48亿元。

截至2021年8月31日，鞍钢财务公司资本充足率为24.46%。

交易对方鞍钢财务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鞍钢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鞍钢集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因此鞍钢财务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鞍钢财务公司是于1997年8月2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筹建，于1998年3月17日正式成立，并于1998年

4月18日正式营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其控股股东为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占有股权比例为70%。 鞍钢财务公司具

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业务上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1）风险控制指标分析

鞍钢财务公司2021年1-8月主要风险指标如下： 单位：%

序号 名称

2021年

1月

2021年

2�月

2021年

3�月

2021年

4�月

2021年

5�月

2021年

6�月

2021年

7�月

2021年

8月

1 资本充足率 29.94 29.25 30.51 31.56 31.64 31.62 28.41 24.46

2 流动性比例 44.62 45.16 50.3 55.33 62.02 47.03 50.3 74.99

3 不良贷款率 0 0 0 0 0 0 0 0

4 资产利润率 1.56 1.38 1.76 1.74 1.69 1.8 1.64 1.27

从以上数据看出，鞍钢财务公司2021年1-8月的平均资本充足率29.67%，平均流动性比例53.72%，均远高

于中国银保监会对财务公司的10.5%资本充足率、25%流动性比例监管要求。 鞍钢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不良

贷款率一直为零，经营稳健。

（2）支付能力分析

2021年1-8月份鞍钢财务公司吸收存款平均规模为人民币205.75亿元。 鞍钢财务公司2021年8月末净资

产为人民币71.42亿元。 鞍钢财务公司较高规模的吸收存款和净资产完全覆盖了公司的存款，为公司提供了资

金支持和防范风险保证。

因此，公司认为鞍钢财务公司有能力履行《金融服务协议（2022-2024年度）》中的相关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2019-2020年度及2021年1-9月份的金融服务关联交易金额实际发生额 单位：人民币亿元

业务名称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1-9月份

存款结算业务

最高日存款额 34.80 34.96 34.88

利息 0.33 0.33 0.26

信贷业务 利息 0.35 0.02 0.06

委托贷款业务 利息 0.26 0.05 0.05

（二）《金融服务协议（2022-2024年度）》主要内容

1.�结算业务

鞍钢财务公司为公司免费提供结算业务服务，包括收款、付款结算服务，以及其他结算业务服务。

（1）鞍钢财务公司为公司结算资金提供协定存款服务。

公司在鞍钢财务公司存放的结算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进行，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

存款利率厘定（随国家政策变化调整），不低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也不低于鞍钢财务公司

向鞍钢其它成员单位提供存款业务的利率水平。

（2）公司存入鞍钢财务公司用于结算的资金存款最高每日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且公司存于鞍钢财

务公司的存款所产生的利息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年。

2021年，公司通过鞍钢财务公司结算的单日最高资金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56.54亿元。 另外，2021年1-6月

份，公司经营活动现金累计流出人民币667.73亿元，月均流出人民币111.29亿元，经营活动资金流出基本上均需

通过鞍钢财务公司进行结算。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结算需要，拟定公司存入鞍钢财务公司

用于结算的资金存款最高每日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且根据近期鞍钢财务公司上调后协定存款利率1.725%

计算（该利率不低于公司在国内四大商业银行可获得的同类存款利率），存款所产生的利息不超过1亿元/年。

2.�信贷业务

公司可以使用鞍钢财务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办理贷款业务。 鞍钢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贷款利率按市场

化原则，且不高于公司在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类档次贷款利率，如有可能，将给予适当贷款利率优

惠；鞍钢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商业汇票的综合服务业务，费用水平由双方协商确定，但不高于公司在一般商业

银行取得的同期同档次价格标准。

鞍钢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贷款、票据及其他形式的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综合成本不超过人

民币2.5亿元/年。

3.�委托贷款业务

鞍钢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业务，委托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在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类

档次贷款利率，如有可能，将给予适当贷款利率优惠。 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委托贷款利息不超

过人民币1亿元/年。

4.�鞍钢财务公司为公司免费提供经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业务。 包括财务和融资顾问业务、外汇

结售汇业务等其他金融服务。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其他内容

1.�协议方：公司和鞍钢财务公司

2.�协议签署日：2021年10月11日

3.�根据协议双方开展金融业务的实际情况，双方享有以下权利：

（1）公司有权自愿选择、自主决定与鞍钢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

（2）公司有权要求鞍钢财务公司提供本协议有关的经营数据、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情况。并定期（半年或

一年）指派专门机构和人员对存放于鞍钢财务公司的资金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和监控。

（3）鞍钢财务公司有权拒绝公司提出的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业务要求。

（4）鞍钢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鞍钢财务公司有权按相关规定取得公司相应信息。

4.�根据协议双方开展金融业务的实际情况，双方享有以下义务：

（1）协议双方应当建立、完善各自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确保依法合规经营，并设立适当的风险隔

离措施，保证各自的经营风险不向对方扩散。

（2）协议双方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自身规章制度的规定，履行信息保密责任。

（3）鞍钢财务公司保证资金管理网络安全运行，保障资金安全，控制资产负债风险，保障公司的支付需求。

（4）鞍钢财务公司承诺向公司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5.�出现下列情况之一，鞍钢财务公司应立即通知公司，并采取或配合公司采取相应的措施：

（1）鞍钢财务公司当年亏损超过注册资本金的 30%或连续 3� 年亏损超过注册资本金的10%；发生或可

能发生影响鞍钢财务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项。

（2）鞍钢财务公司发生到期债务不能按时支付、信息系统严重故障影响正常结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3）鞍钢财务公司因违法违规受到中国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责令整顿等情况。

（4）鞍钢财务公司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6.�出现第5条规定的事项之一，公司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

（1）公司认为确保其资金安全的必要措施。

（2）中止、终止本协议。

7.�其他约定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均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一方应承担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2）如鞍钢财务公司依法与其他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合并，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或重新签订新协议。

（3）本协议的变更或解除须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并另行签署书面协议。

（4）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争议及未尽事宜由协议双方协商解决。

（5）本协议经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自2022年1月1日起生效。 有效期至2024年12

月31日终止。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使公司获得高效、便捷的资金结算服务

鞍钢财务公司为公司的资金结算工作提供了先进的服务平台，公司对鞍钢集团内或公司下属各单位的资

金收付以及对鞍钢集团外部单位的款项收付，均可通过鞍钢财务公司结算系统进行网上业务操作，提高了公

司的工作效率。

2.�为公司节省资金结算费用

公司与鞍钢集团各成员单位之间、公司内部各下属单位之间的资金结算业务均在鞍钢财务公司结算系统

上方便实现，不需要通过商业银行进行资金划转，同时与商业银行相比鞍钢财务公司免收结算费用，服务快

捷、安全，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并有利于公司对子公司的资金管理。

3.�公司的结算资金按协定存款方式确定利率

公司在鞍钢财务公司存放的结算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进行，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

存款利率厘定（随国家政策变化调整），不低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也不低于鞍钢财务公司

向鞍钢其它成员单位提供存款业务的利率水平。

公司在鞍钢财务公司的存款是为了日常结算的用途，每日存款余额是变动的。 因此，该部分资金存款无法

用于定期存款，也不能用于其它理财产品。 鞍钢财务公司为此项结算资金存款按协定存款的利率支付利息，有

利于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4.�为公司提供贷款和委托贷款服务

公司在鞍钢财务公司的贷款均为信用贷款，贷款利率按市场化原则，且不高于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 由

于鞍钢财务公司比商业银行更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在同等贷款条件下，办理贷款能更加快捷方便。

5.�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

公司目前持有鞍钢财务公司20%股份。 与公司在其它商业银行存贷款相比，在鞍钢财务公司存贷款能够

使公司获得额外的投资收益。

通过鞍钢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一系列的金融服务，使公司获得了良好的服务和资金保障。 有利于降低公

司财务运营成本， 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有积极影响。 同时， 签订的 《金融服务协议

（2022-2024年度）》约定了公司在鞍钢财务公司可开展的业务范围、定价原则和风险控制措施，保障了公司

利益，可有效防范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公司董事会认为《金融服务协议（2022-2024年度）》项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业务中发生的，

协议条款是按正常商业条款或不逊于与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条款订立，协议项下约定的2022-2024年各年

度各项交易金额上限和定价原则是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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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后免于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4.52亿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独立董事均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1.�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

2.《金融服务协议（2022-2024年度）》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1）为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的交易；（2）

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或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交易条款进行，或（如无可参考比较者）对公司股东而言公

平合理的条款进行的；（3）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4）协议就相关交易于2022、2023、2024�年度的交易金额上限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第四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3．《金融服务协议（2022-2024年度）》。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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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与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签署《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22-2024年度）》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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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0月11日召开第八届第四十八次董事会会议，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公司与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资本控股）签署〈供应

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22-2024年度）〉的议案》，与该事项相关的关联董事王义栋先生回避表决。 全体独

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为了拓展融资渠道，提高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资金运用效益，经与鞍钢资本控股协商，

并经过公司董事会批准， 公司与鞍钢资本控股于2021年10月11日签署了 《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2022-2024年度）》，由鞍钢资本控股确保其具有资质的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资本控股集团）向本集

团提供商业保理、融资租赁、咨询及系统服务等供应链金融服务业务。 其中向本集团提供商业保理每日最高余

额人民币10亿元，每年资金综合成本不超过人民币0.5亿元；向本集团供应商提供的应收账款保理每日最高余

额人民币30亿元；向本集团提供融资租赁每日最高余额人民币10亿元，每年资金综合成本不超过人民币0.7亿

元；向本集团提供咨询及系统服务每年成本不超过人民币0.1亿元。

鞍钢资本控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鞍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因此，鞍钢资本

控股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鞍钢资本控股提供的上述各类关联交易总额年度上限为人民币51.3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9.61%。 根据相关要求，上述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鞍钢资本控股

住所：辽宁鞍山市铁东区胜利路31号

法定代表人：都兴开

注册资本：人民币33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9121030039967636X3

主营业务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证券投资、投融资咨询、企业资产委托管理、项目融资（涉及法律、法

规规定许可审批的项目，需经有关部门审批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经营）。

鞍钢资本控股的子公司经营范围涵盖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等供应链金融业务，可为公司及产业链客户提

供应收账款保理融资、直接融资租赁、售后回租等金融及咨询服务。

截至2020年末，鞍钢资本控股总资产为人民币92.22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79.21亿元；2020年度，鞍钢资本

控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0.93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10亿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鞍钢资本控股总资产为人民

币110.29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81.05亿元；2021年1-6月份，鞍钢资本控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0.57亿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1.87亿元。

交易对方鞍钢资本控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鞍钢资本控股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鞍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因此，鞍钢资本控股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鞍钢资本控股成立于2014年6月5日，为鞍钢集团全资子公司。鞍钢资本控股下属子公司拥有商业保理、融

资租赁的业务资质，能够为公司及产业链客户提供应收账款保理、融资租赁等服务。 相关子公司均已积累3年

以上的业务经验，自成立以来，为内外部企业累计提供超过人民币170亿元的供应链资金支持。

风险控制方面，建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风险控制治理架构。 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建

设，实施业务流程、合同标准化，建立公司制度与流程的经纬管理。 公司签订合同均通过律师审核，严格把控法

律风险，建立公司法律风险管理。 搭建以大数据为基础、人工智能为手段的风控系统，实现从线下审核向线上

审核的升级，建立公司智慧风险管理。 实现风险管理的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偏，成立至今未发生

重大风险事项。 同时下属保理、租赁公司均已完成行业监管及合规备案。

鞍钢资本控股注册资金人民币33亿元，截止2021年6月30日，管理资产规模为人民币167亿元，其中货币基

金以及其他高流动性的资产规模为人民币53亿元，自有资金充裕。 2018-2020年鞍钢资本控股资产负债率为

0.75%、2.72%、14.11%，截止目前已获得银行融资额度人民币14.63亿元，同业授信额度人民币6.63亿元，外部

资金渠道畅通。

从鞍钢资本控股集团及下属子公司的业务资质、过往经验、历史交易数据及现有资产规模综合考虑，公司

认为鞍钢资本控股集团有能力履行《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22-2024年度）》中的相关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商业保理服务

鞍钢资本控股集团为公司提供商业保理服务，存量业务每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资金综合成

本不高于公司在国内其他保理公司取得的同期同类保理业务的价格，公司每年支付给鞍钢资本控股集团资金

综合成本不超过人民币0.5亿元。

鞍钢资本控股集团为公司的合格供应商提供基于公司的授信额度并经公司确认的应收账款保理服务（含

“鞍钢惠信” 等），存量业务每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鞍钢资本控股集团获得保理业务收入全部由

公司的合格供应商支付，收取的资金综合成本参考市场水平，公司不承担费用。

2021年1-9月份，公司外部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为人民币22.23亿元。 因此，上述保理服务限额能够满足公司需求。

2.�融资租赁业务

鞍钢资本控股集团为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租赁、售后回租和经营性租赁等，存量业

务每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资金综合成本不高于公司在国内其他租赁公司取得的同期同类租赁业

务的价格，公司每年支付租赁公司的资金综合成本不超过人民币0.7亿元。

2020年，公司新增固定资产原值为人民币30.83亿元。 在资金紧张且综合成本低于同期贷款水平时，公司

可以利用融资租赁采购设备。 上述融资租赁上限为公司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保障。

3.�咨询及系统服务业务

鞍钢资本控股集团为公司提供与商业保理、融资租赁、供应链管理相关的如业务咨询、系统开发等服务，

收取的服务费用不高于公司在国内其他同期同类型公司取得的服务价格，如有可能将给与适当优惠。 公司每

年支付鞍钢资本控股集团的咨询及系统服务成本不超过人民币0.1亿元。

为拓展公司融资渠道，持续利用供应链金融促进产融深度结合，作为鞍钢智慧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的所

有方，鞍钢资本控股集团将根据公司的业务需求，提供系统开发、系统升级以及相关金融业务咨询服务。 上述

咨询及系统服务上限为公司巩固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信息与技术支持。

（二）关联交易协议的其他内容

1.�协议方：公司（甲方）和鞍钢资本控股（乙方）

2.�协议签署日：2021年10月11日

3.�根据甲、乙方双方开展业务的实际，双方享有以下权利：

（1）甲方有权自愿选择、自主决定与乙方控股子公司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本协议有关的经营数据、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3）乙方有权拒绝甲方提出的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业务要求。

（4）乙方控股子公司向甲方或甲方的客户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乙方有权按相关规定取得甲方相应信息。

4.�根据甲、乙方双方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实际，双方承担以下义务：

（1）甲、乙双方应当建立、完善各自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确保依法合规经营，并设立适当的风险

隔离措施，保证各自的经营风险不向对方扩散。

（2）甲、乙双方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自身规章制度的规定，履行信息保密责任，甲方有权根据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等有关机构的要求对本协议涉及的内容进行披露。

（3）乙方承诺确保其具有资质的控股子公司向甲方提供优质的供应链金融服务。

（4）乙方无从事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业务资质，因此乙方自身将不会向甲方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

5.�如乙方向甲方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子公司因违法违规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责令整顿等情况，

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并采取或配合甲方采取相应的措施。

6.�出现第5条规定的事项之一，甲方有权采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中止、解除本协议。

7.�其他约定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均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一方应承担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的变更或解除须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另行签署书面协议。

（3）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4）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后，自2022年1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24年

12月31日终止。

四、风险控制

1.�公司财务运营部负责对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并通过月度统计分析进行关联交易额度管

控，同时对供应链金融服务持续关联交易的定价负责，按照公司关联交易内控制度和相关关联交易协议以市场

定价为基础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并积极与鞍钢资本控股集团协商以确保定价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标准。

2.�鞍钢资本控股将持续加强供应链金融服务总体风险管控，建立健全全链条的风险控制体系；加强供应

链金融业务的合规管理，合规审慎开展业务创新，禁止借金融创新之名违法违规展业或变相开办未经监管许

可的业务；加强信息科技系统建设，加强运维管理，保障数据安全，借助系统提升风控技术和能力。

3.�公司将加强对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运行情况、供应链金融业务开展情况、风险控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和风险把控，并坚持交易背景真实，严防虚假交易、虚构融资、非法获利现象。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鞍钢资本控股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拥有专业的保理、融资租赁等业务

资质及线上化业务操作平台。 相对其他类金融机构，对公司供应链业务模式和发展战略的了解更加深入，能够

更好地贴近公司需求，为公司的供应链业务提供有针对性的、便捷高效的供应链金融服务。 本次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的签署，为公司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公司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在必要时利用鞍钢资本控股集

团的金融平台开展融资业务，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金保障能力。

相关业务的开展有利于公司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效率、优化资产结构、控制业务风险。 同时通过为公司的合

格供应商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有助于公司产业链稳定，增强供应商对公司的粘性，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公司董事会认为《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22-2024年度）》项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业

务中发生的， 协议条款是按正常商业条款或不逊于与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条款订立， 协议项下约定的

2022-2024年各年度各项交易金额上限和定价原则是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损

害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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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后免于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4.52亿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独立董事均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

2.《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22-2024年度）》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1）为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进

行的交易；（2）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或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交易条款进行，或（如无可参考比较

者）对公司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的条款进行的；（3）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不

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的利益；（4）协议就相关交易于2022、2023、2024� 年度的交易金额上限符合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第四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3．《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22-2024年度）》。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