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18-019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预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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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简介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运行，2018 年，公司与中色（宁夏）东方

集团有限公司、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

限公司、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石嘴山市有色金属化工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等关联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燃料和动力；

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接受劳务。预计 2018年度总金额为 13,742万元，

2017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9,886.12 万元，2017 实际发生关联交

易金额为 10,653.26万元。 

    2、经 2018年 4月 15日公司第七届六次董事会，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春光、钟景明、陈林、赵文通、姜滨、尹文新回避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预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3、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对此议案回避

表决的关联股东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万元）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万

元） 

上年发生

金额（万

元）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 材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 

铍铜制品、气

体 

按市场价

格定价 
2,000.00 112.29 1,4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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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宁夏星日电子有限公司 废钽材料 

按市场价

格定价 
- - 24.93 

石嘴山市有色金属化工供

销有限责任公司 
气体 

按市场价

格定价 
500.00   

小计    2,500.00 112.29 1,426.14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燃 料

和动力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 
水电汽 

按市场价

格定价 
6,600.00 1,570.01 5,756.59 

小计    6,600.00 1,570.01 5,756.59 

向 关 联 人

租 赁 生 产

线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 
设备租赁 折旧 60.00 11.97 71.79 

向 关 联 人

销售产品、

商品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宁夏有限公司 
铌制品、纯水 

按市场价

格定价 
- - 24.93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 
铍铜合金废料 

按市场价

格定价 
200.00 - 170.29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氧化铌、氧化

钽、铌粉 

按市场价

格定价 
100.00 - - 

小计    300.00 - 195.22 

向 关 联 人

提供劳务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 

水电汽、分析

费 

按市场价

格定价 
1,100.00 157.23 909.22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宁夏有限公司 

分析费、纯水、

代理费 

按市场价

格定价 
50.00 - 35.17 

宁夏金和化工有限公司 电费 
按市场价

格定价 
- - 185.67 

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

司 
电费 

按市场价

格定价 
700.00 153.99 346.31 

小计    1,850.00 311.22 1,476.37 

向 关 联 人

出 租 生 产

线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

司 
设备租赁 折旧 80.00 - 72.46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宁夏有限公司 
设备租赁 折旧 18.00 5.13 71.79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设备租赁 折旧 54.00 - - 

小计    152.00 5.13 144.25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务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 

公共设施使用

费、工程劳务、

加工费、修理

费 

按市场价

格定价 
1,800.00 228.87 1,255.18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宁夏有限公司 

分析费、防护

费 

按市场价

格定价 
300.00 38.17 327.71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循环水使用费 
按市场价

格定价 
18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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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2,280.00 267.04 1582.89 

 合计   13,742.00 2277.66 10,653.26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

金额（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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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原材

料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

限公司 

铍铜制品、气

体 
1401.21 1600.00 2.39% -12.42% 

2017 年 3 月 7 日，

2017-007 号公告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

院宁夏有限公司 
废铌 - 20.00 - -100% 

2017 年 3 月 7 日，

2017-007 号公告 

宁夏星日电子有限公司 废钽材料 24.93 100.00 0.04% -75.07% 
2017年 4月 19日，

2017-023 号公告 

宁夏金和化工有限公司 设备 - 10.00 - -100% 
2017 年 3 月 7 日，

2017-007 号公告 

小计   1426.14 1730.00 2.43%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

限公司 
水电汽 5756.59 4500.00 80.09% 27.92% 

2017 年 3 月 7 日，

2017-007 号公告 

小计   5756.59 4500.00 80.09%   

向关联人

租赁生产

线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

限公司 
设备租赁 71.79 71.79 100% - 

2017 年 3 月 7 日，

2017-007 号公告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

院宁夏有限公司 
铌制品、纯水 24.93 133.90 0.03% -81.38% 

2017 年 3 月 7 日，

2017-007 号公告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

限公司 

铍铜合金废

料 
170.29 20.00 0.19% 751.47% 

2017 年 3 月 7 日，

2017-007 号公告 

小计   195.22 153.90 0.22%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

限公司 

水电汽、分析

费 
909.22 750.00 27.61% 21.23% 

2017 年 3 月 7 日，

2017-007 号公告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

院宁夏有限公司 

分析费、纯

水、代理费 
35.17 50.00 1.07% -29.67% 

2017 年 3 月 7 日，

2017-007 号公告 

宁夏金和化工有限公司 电费 185.67 680.00 5.64% -72.70% 
2017 年 3 月 7 日，

2017-007 号公告 
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

公司 
电费 346.31 400.00 10.51% -13.42% 

2017年 8月 22日，

2017-042 号公告 

小计   1476.37 1880.00 44.83%   

向关联人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设备租赁 72.46 68.38 39.93% 5.96% 2017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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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生产

线 

公司 2017-007 号公告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

院宁夏有限公司 
设备租赁 71.79 82.05 39.57% -12.50% 

2017 年 3 月 7 日，

2017-007 号公告 

小计   144.25 150.43 79.5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

限公司 

公共设施使用

费、工程劳务、

加工费、修理

费 

1255.18 1200.00 39.78% 4.60% 
2017 年 3 月 7 日，

2017-007 号公告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

院宁夏有限公司 

分析费、防护

费 
327.71 200.00 10.39% 63.86% 

2017 年 3 月 7 日，

2017-007 号公告 

小计   1582.89 1400.00 50.17%   

 合计  10,653.26 9,886.12  7.7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超过预计总金额，主要

是①2017 年度公司大力推动产品结构调整及销售策略的通盘考虑，

大力开拓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金属材料产品市场，产品产量

同比增长,使得与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水电

汽费增加。②为了提高公司变压器的负荷率，降低供电系统的损耗，

公司与中色（宁夏）东方集团特种材料分公司之间存在水电汽的关

联交易，2017 年由于其市场好转，产量增加，水电汽费用随之增加，

使得实际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算。③由于集团组织机构调整原铍铜

分公司部分业务转入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使其

实际发生数超出预算。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超过预

计总金额，超过部分主要为 2017 年公司及关联方产量增长，预计

不足所影响。关联交易已订立的协议内容体现了公平、公正和公允

的原则，交易定价符合国家有关的规定和地区市场价格，符合公司

所在行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在表决通过此项关联交易

的过程中，公司的关联董事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遵守了应回避表决的议事规则。我们认为，公司审议通过的

此项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人权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法定代表人：钟景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叁亿元整 

经营性质：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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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务范围：有色及稀有金属冶炼、加工，电子元器件制造，化工产品

（不含专营），特种新材料、镁合金、微合金炉料、多晶硅的生产、销售，新

材料技术开发，建筑安装，轻钢结构制作和安装，机械加工及非标制作，商贸

进出口业务等。 

2、2017年末母公司财务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0,076.72 万元，净资产-52,713.8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70,661.36 万元，净利润-50,917.12 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持有公司 201,916,800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45.80%，为本公司

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款规

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由于本公司由控股股东部分改制上市而来，辅助生产部分均留在母体，故

水电汽、机加、电修、土地租赁等交易必然形成关联交易。本公司接受控股股

东提供的水电汽、化工材料、综合服务及土地租赁等。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履约风险较小。 

（二）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法定代表人：赵兵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捌佰柒拾贰万柒仟元整 

经营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主营：稀有金属冶炼、加工及销售 

兼营：铍及铍合金制品、分析检测服务 

2、2017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481.91万元，净资产 38,09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61,4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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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利润 493.06 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与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同受中色（宁夏）东方集

团有限公司控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10.1.3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法人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拥有国内和亚洲先进的冷热等静压

进口设备、材料微观组织检测设备等，本公司冶炼加工过程中部分产品检验需

西材院外协，与其所进行的关联交易，可以减少公司检验费用，本公司向西材

院销售钽铌初级产品是增加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的较好的途径，也是正常

和必要的交易业务。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

险。 

（三）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谷正彦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壹仟万元整 

经营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氟化铝、冰晶石、氟化膏的生产、销售；氢氧化铝、铝材、萤

石的销售*** 

2、2017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226.03万元，净资产 25,654.9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2,885.14

万元，净利润 4,277.66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系 

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系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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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10.1.3第（五）款规定的关联法人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由于公司供电系统负荷有余量，为了提高公司变压器的负荷率，降低供电

系统的损耗，故公司为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用电劳务，交易上形成

关联交易。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履约风险较小。 

（四）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法定代表人： 赵兵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元整 

经营性质：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钽、铌、铍、钛、镁、铜有色金属材料的生产、加工、开发、

科研与销售，电子浆料、有色金属新材料的生产、销售；TIO 粉体及靶材、ATO

粉体及靶材、氧化物靶材的研发、生产、销售。 

2、2018年 3月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708.15万元，净资产 10,582.7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7,830.81   

万元，净利润-2,309.32 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与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同受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10.1.3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

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公司拥有的氧化物粉体及靶材生产线原出租给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现其将靶材业务划转给了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本次资产租赁生效后,公司

可以盘活资产，提高资产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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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履约风险较小。 

（五）石嘴山市有色金属化工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法定代表人：刘培宁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陆佰万元整 

经营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氩气、二氧化碳（液化）、氩气二氧化碳混合气体的充装；氮、

氦、氩、二氧化碳、液氮、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其它黑色金属及制品的销售。  

2、2017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2.92 万元，净资产-41,356.6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745.86  

万元，净利润 37.82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与石嘴山市有色金属化工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同受中色（宁夏）东方

集团有限公司控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10.1.3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法人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石嘴山市有色金属化工供销有限责任公司有特种气体充装资质和完备的安

全防护措施以及供运输的专用危货车，负责全集团特种气体的采购。本公司正

常生产所需的气体由其提供，按照市场价格结算。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履约风险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公司与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水电汽产品的交易价格为

市场价格。 

2、综合服务：原则上仍执行原本公司与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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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协议。 

3、本公司与其他各关联方进行的交易定价政策，原则上均按照当时市场情

况由双方每年签订一个总的框架协议，如果交易条件和市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双方将另行协商重新确定交易标的、价格、额度等内容。其中，本公司与中色

（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的关联交

易仍执行上一年度交易框架性协议。 

四、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是公司主营业务或辅助生产所需的正常交易内容，包括原料、

材料、水电汽、综合服务、土地租赁和产品销售等，其中，购买关联方的原料

交易可以解决公司的部分原料来源；购买关联方的水电汽及支付有关劳务、服

务等费用，可以使本公司减少重复投资，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是提高经营业绩

的需要和相关任务完成的需要，是本公司整个销售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总

额比例不高，对本公司的利润影响不是很大，不会造成本公司对关联方销售的

依赖性。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何雁明先生、李耀忠先生、王凡女士事前认可本关联交易，

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本着自愿、公开、公平、公允的原

则进行，为公司及其他各方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连续、稳定运行起到了保证

作用，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因此，同意将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讨论。  

2、公司独立董事在审议此议案时发表了独立意见：经核实，公司 2017 年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超过预计总金额，超过部分主要为 2017年公司及

关联方产量增长，预计不足所影响。关联交易已订立的协议内容体现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交易定价符合国家有关的规定和地区市场价格，符合公司所在行

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 2018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我们认为：本议案所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各方生产经营活动

所必需，交易产品的数量、质量、成本和服务均符合各方的标准要求，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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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各方经营生产活动的稳定健康发展。此交易本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

对公司经营财务产生积极影响。所有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市场化原

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协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会议决议 

3、董事会会议记录 

4、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5、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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