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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17� � � � � � � �证券简称：惠泰医疗 公告编号：2022-003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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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9,200万

元至20,9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8,122.42万元到9,822.42万元，同比增加

73.32%到88.67%。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7,000万元至18,700万元，与上

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7,225.51万元到8,925.51万元，同比增加73.92%到91.31%。

（三）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077.5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774.49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战略发展方向，稳步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积极发挥研发、技术、质量、产品、

市场、渠道等多方面经营优势，进一步加大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公司电

生理实现从二维到三维的布局突破，血管介入类产品的覆盖率及入院渗透率也进一步提升，国际业务持

续较快发展，完成10余个国家近50个产品注册批件。 报告期内各产品线均较同期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

冠脉产品线较上年同期增长111%。

（二）公司持续加强精益化生产管理，产能不断释放，规模效应带来生产制造环节的降本增效，同时

公司加强成本费用管控，盈利能力稳中有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不

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1年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28日

证券代码：601789� � �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22-005

转债代码：113036� � �转债简称：宁建转债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新签合同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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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至12月，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新签合同431个，合

同金额累计约人民币68.9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3%，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10-12月新签合同数量

（个）

10-12月新签合同金额（万

元）

合同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减（％）

房屋建设 41 368,320.68 -15.96

基建工程 67 211,346.68 12.31

专业工程 291 89,807.63 117.75

建筑装饰 32 19,811.63 132.31

合计 431 689,286.63 1.93

截止2021年12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本年累计新签合同1957个，合同金额累计约人民币218.43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2%。

2021年10-12月签订的较大合同如下：

序号 本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名称 业主方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1 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泉州市金鹿宝华投资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金鹿集团总部大厦项目 22,000.00

2 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品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区品盛房产商住地产项目 65,000.00

3 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4.1亿套墙壁开关插座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3#厂房、食堂、南门卫）

30,608.00

4 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绕城高速连接线建设有

限公司

鄞州大道快速路（机场路-鄞横线）工程施工I

标段

43,711.90

5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市绕城高速连接线建设有

限公司

鄞州大道快速路（机场路-鄞横线）工程海曙

段施工Ⅳ标段

58,053.41

6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蒲江县城乡建设项目管理投资

有限公司

蒲江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第二次）F+EPC总

承包/标段

41,445.36

7 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国际冷链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国际冷链供应链平台项目（一期）施

工Ⅰ标段

33,021.98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统计数据，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600997� � � �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02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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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预计 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67,000万元到80,000�万元，同比增加62.12%到74.18%。

●公司预计 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加67,900万元到80,900万元，同比增加62.98%到75.0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

加67,000万元到80,000万元，同比增加62.12%到74.18%。

2.预计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

加67,900万元到80,900万元，同比增加62.98%�到75.04%。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85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107,806万元。

（二）每股收益：0.68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1年，市场供需仍然延续着偏紧平衡的格局，煤炭产品价格上涨、焦炭产品价格高位震荡运行。公

司积极抢抓市场机遇，持续加强生产经营管控，充分发挥循环经济优势，较好地实现了公司经营业绩的

同比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66� � � � � � � � �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2022-1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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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3200万元–4150万元 亏损：35,949.61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1160万元–2110万元 亏损：42,127.7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元/股–0.04元/股 亏损：0.37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

沟通，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在新董事会制定的“整顿、改革、发展” 的工作方针的引领下，加大力度化

解公司的生存风险，强化措施提升公司经营质量，战略性扭转了公司连续两年亏损的局面，稳步进入发

展的上升通道。

1、公司在消化商誉问题后，2021年完成不良资产的置换，进一步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公司各项

财务指标更加健康，公司的资产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2、公司积极适应国家医药政策变化和新冠疫情的形势，顺应中医药新政策的鼓励，着眼于长远发

展，着眼行业战略布局，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销售变革，构建了新的市场销售模式，通过市场打造品种影

响力，销售收入稳步增加。

3、公司在内部治理结构和和经营管理上，全面实行一体化、扁平化管理，使得决策和执行机制更加

高效，并且进一步健全完善激励奖惩制度，通过降本增效举措，费用支出得到合理有效地控制，提升了公

司的利润空间和发展后劲。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07�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4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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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二）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金额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328,000万元—340,000万元

盈利：902,555,209.17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63.41%-27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327,800万元—339,800万元

盈利：770,807,759.16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25.27%-340.8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1.04元/股—1.08元/股 盈利：0.29元/股

注：2021年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 新增股份339,750,849股于2021年12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于12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本总数由3,128,206,556股增加至3,467,

957,405股， 计算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时按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计算， 计算上年同期每股收益时仍按原总股本3,

128,206,556�股计算。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就本

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截至本公告日，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

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主要因铝商品价格同比2020年上涨，公司2021年经营业绩同比实现增长。 但公司限电减产程度严重，2021

年9月以后，受“能耗双控”和全资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11月18日电解六区1628号电解槽漏槽等影响，四季度铝

商品产销量下降，导致全年铝商品产销量未完成年初制定目标；加之四季度以来氧化铝、阳极炭块、石油焦等大宗原辅材料

价格上涨，国家和地方政府取消电解铝行业优惠电价，以及“能耗双控”停槽降负荷增加修理费用等，导致公司电解铝完全

成本有较大幅度上升。 虽然公司通过优化工艺控制，调整生产组织，实施全要素对标、降本增效和节能减排等积极应对，但

仍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了不利影响。

此外，本业绩预告已考虑公司拟计提资产减值对公司报告期业绩的影响（主要因国家发改委于2021年8月印发了《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的通知》， 为应对用电成本上升， 对存量电解铝等资产进行了排查和评

估，对老旧、不符合未来节能降耗需要的机器设备等制定了改造、清理或处置计划，并相应进行了减值测试，最终结果由具

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07�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5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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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1月17日

（星期一）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二）会议于2022年1月27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均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四）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根据公司运营需要，2022年公司及所属企业将与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的企业和其他关联方之间有持续业

务往来，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2022年预计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3,484,080.23万元（不含税）。 公

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事项， 在审议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的《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该事项属关联交易事项，审议时关联方董事张正基先生、路增进先生、高立东先生、焦云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预案尚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时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将使用分别存放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招商银行昆明分行营业部账户中用于2019�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文山中低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 和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绿

色低碳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以下简称“文山绿色铝项目” ）的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账户用于“文山中低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 的部分暂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含3.5亿元），在招商银行昆明分行营业部账户中用于“文山绿色铝项目”的部分暂闲置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6.5亿元（含6.5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购买生产经营使用的原

辅材料及支付电费，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补选许晶先生、郑婷女士为公司董事的预案》

因许峰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职务，丁吉林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

会同意许晶先生、郑婷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许晶先生、郑婷女士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应资格和能力，任职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任期自公

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补选许晶先生、郑婷女士为董事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该预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许晶先生、郑婷女士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三）监事会确认意见；

（四）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许晶先生简历：

许晶，男，汉族，1964年8月生，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包头铝厂

工程处技术员；包头铝厂动力分厂煤气车间技术员；包头铝厂动力分厂煤气车间副主任；包头铝厂煤气车间主任；包头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炭素一公司副经理；包头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炭素一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党总支书记；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炭素二公司经理、党总支书记；包头铝业有限公司炭素厂厂长、党总支书记；包头铝业有限公司生产安全部部长；包头铝业

有限公司生产指挥保障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包头

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华云电解一厂厂长；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专职董事，

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专职

董事。

许晶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许晶先生担任中国铝业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企业专职董事，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许晶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郑婷女士简历：

郑婷，女，汉族，1981年10月生，2003年7月参加工作，200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高级

会计师。 历任中国铝业公司财务部会计核算处业务主管；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核算处业务经理；中国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资金管理处业务经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资金管理处高级业务经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投资财务处高级业务经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投资财务处副经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董事

会办公室）投资财务处副经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董事会办公室）会计核算处经理。 现任中国铝业集团

有限公司所属企业专职董事。

郑婷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郑婷女士担任中国铝业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企业专职董事，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郑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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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短期使用部分

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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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将使用分别存放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

省分行、招商银行昆明分行营业部账户中用于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文山中低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 和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绿色低碳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以下简称 “文山绿色铝项

目” ）的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

行账户用于“文山中低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的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含3.5亿元），在招商银行

昆明分行营业部账户中用于“文山绿色铝项目”的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6.5亿元（含6.5亿元），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对前述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使用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前12个月内未从事高风

险投资，公司保证以暂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

者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债等的交易。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实施进度需要使

用，公司将及时归还募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28号《关于核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

准，2019年12月17日至18日,云铝股份向4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21,367,759股新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10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2,137,607,811.9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05,925,675.12

元，其中用于“鲁甸6.5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电铝项目” 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700,997,660.67元，用于“文山中低品位

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404,928,014.45元，公司已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募集资金。

（二）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086号《关于核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

准，2021年11月29日,云铝股份向17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339,750,849股新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83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9,999,996.67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75,585,043.06元，其

中用于“文山绿色铝项目”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2,075,585,043.06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的募集资金

为人民币900,000,000.00元，公司已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月26日，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元） 已使用募集资金（元）

使用比例

（%）

1 鲁甸6.5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电铝项目 1,700,997,660.67 1,700,997,660.67 100.00

2 文山中低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 404,928,014.45 9,000,000.00 2.22

合计 2,105,925,675.12 1,700,997,660.67 80.77

（二）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月26日，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元） 已使用募集资金（元）

使用比例

（%）

1 文山绿色铝项目 2,075,585,043.06 1,199,395,028.93 57.79

2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900,000,000.00 900,000,000.00 100.00

合计 2,975,585,043.06 2,099,395,028.93 70.55

三、前次使用暂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一）2020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将存放在

交通银行昆明五华支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账户中用于“鲁甸6.5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电铝项目”和“文山中低

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的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15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在交通银行昆明五华支行账户用于“鲁甸6.5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电铝项目” 的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2亿元，在

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账户中用于“文山中低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 的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亿元，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21年1月5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5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

期限未超过12个月。

（二）2021年1月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将使用存放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账户

中用于“文山中低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的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22年1月7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3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

限未超过12个月。

四、本次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及募集资金使用的进度情况，“文山中低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 和“文山绿色铝

项目”部分募集资金暂时闲置。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

前提下，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存放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招商银行昆明分行营业部账户中

用于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文山中低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 和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文山绿

色铝项目”的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在中国进出口银

行云南省分行账户用于“文山中低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的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含3.5亿元），

在招商银行昆明分行营业部账户中用于“文山绿色铝项目”的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6.5亿元（含6.5亿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购买生产经营使用的原辅材料及支付电费，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增加，通过以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可以减少银

行借款，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公司本次使用暂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补充流动资金，根据流动资

金使用情况，按基准利率测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人民币0.22亿元。 本次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上述募集资金， 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12个月有效期到期前将及

时、足额地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在确保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暂闲置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此次将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短期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议案内容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制度的规

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同意公司使用暂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七、监事会确认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

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

费用，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此次将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监管机构及公司的

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暂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以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云铝股份

董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云铝股份本次将不超过人民

币10亿元（含10亿元）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12个月。云铝股份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云铝股份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事宜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关于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三）监事会对《关于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确认意见；

（四）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短期使用部分暂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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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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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董事会收到许峰先生、丁吉林先生以书面形式递交

的辞职报告。许峰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丁吉林先生辞去

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辞职报告自送

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许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丁吉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000股，丁吉林先生承

诺，将严格遵守《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中关于上市公

司离任董事减持股份的规定。

许峰先生、丁吉林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积极履行董事职责。 在此，公司董事会对许峰先生、丁

吉林先生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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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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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计全年主要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采购原材料、燃料和动

力，销售产品和商品，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等交易。 根据公司运营需要，2022年公司及所属企业将与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铝集团” ）及其控股的企业和其他关联方之间发生业务往来，构成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约为人民币3,484,080.23万元（不含税），其中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约为人民币1,700,223.35万元，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和

动力约为人民币683,000.00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约为人民币1,029,092.30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约为人

民币70,109.92万元，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约为人民币1,654.66万元。 2021年1-11月公司及下属企业与中铝集团及其实际控

制的企业和其他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565,849.61万元（不含税），其中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为

人民币976,151.96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和动力为人民币536,878.45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为人民币990,

149.44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为人民币61,132.50万元，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为人民币1,537.25万元。

2.相关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1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关联方董事张正基先生、路增进先生、高立东先生、焦云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该事项，一致同意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在会上对此预案发表同意意见。

（2）《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时关联方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焦云先生须回避表决。

（二）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 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

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2021年1-11�������

月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807,787.61 662,013.09

中铝物资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665,498.49 138,052.58

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117,876.11 82,414.56

赤壁长城炭素制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34,690.27 43,509.80

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31,488.11 9,400.93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14,867.26 8,915.13

山东铝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7,769.89 1,085.73

中铝山西铝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5,038.05 854.21

中铝集团及其他所属企业 采购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15,207.56 29,905.92

小计 1,700,223.35 976,151.96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电力 市场公允定价 650,000.00 513,121.59

云南中石油慧能能源有限公司 采购天然气 市场公允定价 33,000.00 23,756.86

小计 683,000.00 536,878.45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中国铝业集团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含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566,283.19 383,679.25

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257,482.56 247,844.37

中铝佛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63,716.81 226,183.75

陇西西北铝铝箔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56,115.00 23,732.09

中铝河南洛阳铝箔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33,512.40 8,181.74

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22,831.86 54,205.67

中铝萨帕特种铝材（重庆）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22,831.86 17,704.19

中铝集团及其他所属企业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6,318.62 28,618.38

小计 1,029,092.30 990,149.44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公允定价 35,419.11 20,256.96

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公允定价 20,000.00 18,418.37

中铝集团及其他所属企业 接受劳务 市场公允定价 14,690.81 22,457.17

小计 70,109.92 61,132.5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中铝集团及其他所属企业 提供劳务 市场公允定价 1,654.66 1,537.25

小计 1,654.66 1,537.25

总计 3,484,080.23 2,565,849.61

注：1.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第二十五条“上市公司对日常关联交

易进行预计，在适用关于实际执行超出预计金额的规定时，以同一控制下的各个关联人与上市公司实际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合计金额与对应的预计总金额进行比较。 非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不合并计算。 ” 的规

定，中铝集团是本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因此与上述受中铝集团同一控制范围内的企业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及下属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关联交易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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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交易类第10号《上市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格式》， 公司预计与中铝集团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和其他关联方的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

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其与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并中铝集团及实际控制的企业的交易金额进

行列示。

3.2021年1-11月交易额等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2021年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1-11月

实际发生金额

2021年预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披露日期及索引

计发生金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662,013.09 920,000.00 46.57%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云南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调整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54）

中铝物资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38,052.58 205,319.43 9.71%

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82,414.56 98,000.00 5.80%

赤壁长城炭素制品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3,509.80 54,600.00 3.06%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3,156.92 17,305.00 0.22%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0,855.07 13,138.41 0.76%

广西华昇新材料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6,150.92 11,250.00 0.43%

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9,400.93 15,203.54 0.66%

中铝集团及其他所属企业 购买商品 20,598.09 18,132.15 1.45%

小计 976,151.96 1,352,948.53 68.67%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和

动力

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电力 513,121.59 666,839.92 46.42%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云南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调整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54）

云南中石油慧能能源有限公司 采购天然气 23,756.86 33,000.00 2.15%

小计 536,878.45 699,839.92 48.57%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中国铝业集团高端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含西南铝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383,679.25 617,899.58 9.98%

中铝佛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26,183.75 410,000.00 5.88%

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47,844.37 346,548.67 6.45%

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4,205.67 222,852.14 1.41%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云南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54）

陇西西北铝铝箔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732.09 36,000.00 0.62%

贵州中铝铝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243.77 31,000.00 0.60%

中铝萨帕特种铝材（重庆）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17,704.19 26,743.36 0.46%

中铝河南洛阳铝箔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181.74 16,000.00 0.21%

重庆西南铝精密加工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商品 1,517.94 5,000.00 0.04%

中铝集团及其他所属企业 销售商品 3,856.67 9,353.33 0.10%

小计 990,149.44 1,721,397.08 25.76%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

公司

接受劳务 20,256.96 79,610.41 8.24%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云南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54）

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8,418.37 21,944.25 7.49%

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008.48 7,923.47 2.04%

曲靖市沾益区捷成物流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 1,046.77 200 0.43%

中铝集团及其他所属企业 接受劳务 16,401.92 30,666.19 6.67%

小计 61,132.50 140,344.32 24.87%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中铝集团及其他所属企业 提供劳务 1,537.25 1,217.85 33.30%

小计 1,537.25 1,217.85 33.30%

合计

2,565,

849.61

3,915,747.70

注：2021年1-11月实际发生交易额等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赵晋华

注册资本：10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及制品、煤炭、建筑材料、电子设备、空调设备、汽车配件、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木材、钢

材、电子产品、通讯设备（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化工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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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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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清北路53号南楼1202室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1,019,802.3万元，净资产225,631.6万元，2021年1-6月主

营业务收入8,095,918.00万元，净利润47,827.6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二）中铝物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家骍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批发（限危险化学品）；成品油零售（限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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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

批发；橡胶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销售；耐火材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

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照明器具销售；配

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针纺织品

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泵及真空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灯具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采购代理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电池销售；电子元器件批

发；家用电器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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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融和路681号宝策大厦10层1002单元房间1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中铝物资有限公司总资产279,209.4万元，净资产116,176.4万元，2021年1-6月主营业务收入

1,238,406.17万元，净利润3,975.1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中铝物资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

的可能性较小。

（三）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刚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

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铝土矿产品，

铝冶炼产品及相关金属，铝加工产品销售（不得从事生产、加工等涉及前置许可的项目）；碳素制品销售；铝工业废弃物

（赤泥、粉煤灰）销售；相关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凭前置许可的内容及时效经营）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王庄布依族苗族乡政府办公楼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总资产348,688.2万元，净资产224,494.3万元，2021年1-6月主营业务

收入173,275.82万元，净利润30,022.5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四）赤壁长城炭素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赵淑霞

注册资本：14,677.8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阳极糊、石墨电极、炭阳极等炭素制品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有色金属销售（国家有专项规

定的按规定执行）；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自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助材料的进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贸易业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住所：赤壁市发展大道316号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赤壁长城炭素制品有限公司总资产74,941.20万元，净资产18,024.21万元，2021年1-6月主营

业务收入41,009.69万元，净利润1,606.41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赤壁长城炭素制品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五）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蒋涛

注册资本：96,429.11681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承办海运、空运、陆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

运杂费、报关、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务；仓储服务（不在北京设立仓储或物流基地）；货物打包服

务；销售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

易制毒化学品）；出租商业用房；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乘用车）；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交通运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运输代理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无船承运；国际道路运输；国际船舶运输。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无船承运、国际道路运输、国际船舶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12号1219号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273,353.9万元，净资产146,682.8万元，2021年1-6月主营业务

收入348,943.00万元，净利润5,461.10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六）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刘建平

注册资本：1,702,267.295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铝土矿、石灰岩的开采（有效期至2031年9月）；道路运输（普通货物，限广西、贵州分公司经营）；铝、镁矿

产品、冶炼产品、加工产品的生产、销售；蒸压粉煤灰砖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碳素制品及相关有色金属产品、工业水电

汽、工业用氧气和氮气的生产、销售；从事勘察设计、建筑安装；机械设备制造、备件、非标设备的制造、安装及检修；汽车和

工程机械修理、特种工艺车制造和销售；材料检验分析；电讯通信、测控仪器的安装、维修、检定和销售；自动测量控制、网

络、软件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经营办公自动化、仪器仪表；相关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发电；赤泥综合利用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62号12-16、18-31层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19,411,227.6万元，净资产7,595,136.9万元，净利润479,166.00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七）山东铝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朱守河

注册资本：3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水泥制品制造；门窗制造加工；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服饰制造；劳动保护用品

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砖瓦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润滑油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

服务；通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建筑材料生产；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金属

矿石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环保咨询服务；烘

炉、熔炉及电炉制造；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装卸搬运；包装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

教育培训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物业管理；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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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水泥生产；

饮料生产；食品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

设备设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电线、电缆制造；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勘察；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测绘服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旅游业务；烟草

制品零售；动物饲养；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分支机构经营】；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分支机

构经营】；成品油零售（限危险化学品）【分支机构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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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南定镇五公里路1号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山东铝业有限公司总资产340,048.56万元，净资产166,132.69万元，2021年1-6月主营业务收

入128,129.07万元，净利润18,271.49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山东铝业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

的可能性较小。

（八）中铝山西铝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郭威立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氧化铝、氢氧化铝、电解铝及深加工产品；矿产资源开采：铝土矿、石灰岩（石）及其伴生矿的开采

与销售；生产、销售耐磨材料、过滤材料、塑编袋、絮凝剂、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工业水处理剂（危险化学品除外）；

新型墙体材料的研发、销售；污水废水处理技术服务；铁、有色金属（除稀有金属）、焦炭、工矿设备及备品备件、五交化产

品、钢材、建材（木材除外）销售；建设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冶炼设备备件制作；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施工、带压堵

漏、带压开孔；热电站设备运行、调试、维护；脚手架搭设；脱硫、脱硝除尘系统运行、维护、检修；电气设备生产、安装、销售及

节能技术服务；机械配件、机加工铸件、金属模具、托辊的生产机加工；环保设备、自控设备、仪器仪表、视频监控系统、空调、

变频器的设计、安装、调试及维护；印刷品印刷；上网服务：网站设计、软件及网络技术开发、转让及咨询服务；网络推广与广

告发布；信息系统集成的设计、生产、安装、调试、销售及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附属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办公用品的

销售和信息技术服务；服装、劳保防护品（不含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的生产及销售；工矿设备（特种设备除外）及机动车辆

维修；道路货物运输；货物装卸搬运（危化品除外）；承装（修、试）电力设施；电力业务及电力供应与技术服务；矿山技术咨

询、测绘；地质勘查；物业服务；市场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粉煤灰渣产品研发、销售；

经销：聚氯乙烯、树脂（危化品除外）、润滑油；机电、化工、冶炼设备维护、运行、清理、检修加工调试、销售及技术咨询；特种

设备：压力容器及管道设备安装检修；酒店管理。 销售腐蚀品：硫化钠（含结晶水≥30％）、氢氧化钠、氢氧化钠溶液；氧化

剂和有机过氧化物：过氧化氢（20％≤含量≤60％）（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2021年9月2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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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市清涧街道龙门大道北段10号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中铝山西铝业有限公司总资产293,778.30万元，净资产182,460.99万元，2021年1-6月主营业

务收入49,376.49万元，净利润5,857.97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中铝山西铝业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九）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丁吉林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力购销、电力贸易；配电网规划、建设、运营、维修、改造、设计、咨询服务；电力和新能源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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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地勤楼3011室（入驻云南嘉世通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76,521.96万元，净资产5,161.12万元，2021年1-6月主营业

务收入359,747.87万元，净利润230.16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云南中石油慧能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高云龙

注册资本：7,29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镇燃气供应（根据住建局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开展具体经营）；城镇燃气及燃气产品的销售；燃气器具的销

售；燃气技术咨询及技术培训、技术开发；燃气设备、材料的销售、检测及维修服务；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业务；对外燃气项目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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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开路3号昆明科技创新园2F19-7室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云南中石油慧能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27,299.68万元，净资产7,536.64万元，2021年1-6月主营

业务收入11,651.75万元，净利润71.63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云南中石油慧能能源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

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一）中国铝业集团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叶国华

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铝及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高温合金以及铝基复合材料等金属材料产品、制品、部件的生产和销售；来料

加工；有色金属材料制造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有色金属行业开发业务咨询；有色金属商品贸易及物流仓储；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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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60号康田西锦荟3栋4号楼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中国铝业集团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1,507,145万元，净资产1,506,860万元，2021年

1-6月主营业务收入127,346万元，净利润5,877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中国铝业集团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

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二）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蔡峰

注册资本：206,167.738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源销售；再

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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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塔路8号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856,937万元，净资产277,260万元，2021年1-6月主营业务收入

400,558万元，净利润5,856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三）中铝佛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刘韦波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销售：有色金属材料及矿产品，稀贵金属，机电设备及备品备件，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办公室自动化和通讯

设备（不含移动通讯设备），制冷空调设备，针纺织品，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电子产品，化工原材料（不含危险品），轻

工材料，汽车配件；煤炭批发（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高科技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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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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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黄岐北环东路88号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中铝佛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112,258万元，净资产8,154万元，2021年1-6月主营业务收

入2,060,968万元，净利润3,740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中铝佛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四）陇西西北铝铝箔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刘居丰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铝箔、铝制品、机电产品及设备生产、销售；纯铝、合金铝销售；食品、医药用铝箔生产、加工、销售；土地、房

屋、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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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巩昌镇西郊坪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陇西西北铝铝箔有限公司总资产93,544.26万元，净资产11,995.76万元，2021年1-6月主营业

务收入38,446.45万元，净利润10.80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陇西西北铝铝箔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五）中铝河南洛阳铝箔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斌

注册资本：14,935.2498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铝及铝合金箔材产品的生产、销售，铝及铝合金产品、铝加工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销售及技术的进

出口、技术服务业务。

住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丰华路12号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中铝河南洛阳铝箔有限公司总资产32,741万元，净资产13,969万元，2021年1-6月主营业务收

入41,541万元，净利润872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中铝河南洛阳铝箔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六）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璐

注册资本：116,41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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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加工、销售（不含稀贵金属），销售普通机械设备，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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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工业园区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总资产318,138万元，净资产3,148万元，2021年1-6月主营业务收入

607,238万元，净利润696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七）中铝萨帕特种铝材（重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力华

注册资本：33,811.72263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铝及铝合金材料的开发、生产及销售；铝合金材料和部件的生产、销售；交通装备用铝合金挤压材

和部件的设计、生产、加工、销售；金属材料机加工、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项目）。（经营范围涉及许可、审批经营的，须办理相应许可、审批手续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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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铝城大道80号附2号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中铝萨帕特种铝材（重庆）有限公司总资产105,766万元，净资产34,152万元，2021年1-6月主

营业务收入26,112万元，净利润328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中铝萨帕特种铝材（重庆）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

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八）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洪建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承包；上述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销售、出口；外派实施上述工程劳务人员；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东风东路48号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截止2021年6月30日，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总资产133,249.14万元，净资产16,849.05万元，2021年1-6

月主营业务收入15,807.79万元，净利润137.13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

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九）曲靖市沾益区捷成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何勇

注册资本：8,05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普通货物搬运、装卸、仓储服务；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矿产品、建筑材料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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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

2.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参股企业。

3.截止2021年6月30日，曲靖市沾益区捷成物流有限公司总资产23,305.11万元，净资产10,172.78万元，2021年1-6月

主营业务收入2,101.04万元，净利润72.99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曲靖市沾益区捷成物流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

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任何一方都不能利

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二）关联交易遵循如下定价原则：以上日常关联交易的进行均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关联交易

价格的制定主要依据市场价格，若无市场价格的，由双方参照成本加适当利润协商定价，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

交易价格作相应调整。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上述各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均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在执行合

同时，付款安排、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遵循《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以上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业务往来，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有助

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开展和执行，在一定程度控制了公司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益，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本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上述关联交易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关联交易内容和定价政策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相关交易有利于公司运营活动的顺利开展，均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

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取得我们事前认可，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

召开董事会会议及做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此预案已获云铝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审议该预案时回避表决。

2.�公司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和定价政策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3.我们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中介机构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云铝股份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其他人员通过与云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人员访谈；查阅云铝股份关联交易相关财务资料、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等，对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行了核查。

云铝股份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

制度，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云铝股份及其子公司与其他关联方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定价，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三）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