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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特钢”或“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拟向公司股东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泰富”）、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富投资”）、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冶钢”）申请贷款，总额合计不超过

60 亿人民币，利率为一年期 LPR 下浮 9.1%，贷款期限三年，中信特钢及

子公司与公司股东拟签署《股东贷款框架协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了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钱刚、

郭文亮、栾真军、郭家骅、李国忠、王文金回避表决本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此议案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住  所：香港中环添美道一号中信大厦三十二楼 

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不适用 

注册资本：五万美元 

成立日期：1992年03月25日 

主营业务：特钢、能源、房地产  

主要财务指标（币种：港币）：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2,474 亿港元；净资

产：1,329 亿港元；主营业务收入：662 亿港元；净利润：43 亿港元。 

本次关联交易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信泰富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

团”）控制的下属公司，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本次借款构成关联关系。 

历史沿革：中信泰富于 1992年 3月 25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股份”）持有中信泰富 100%的股

份。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中信泰富作为集团控股型公司，目前业

务范围涵盖特钢、能源、房地产、汽车、食品及消费品贸易、基础设施等

多个行业，业务范围主要分布于中国内地、香港、澳门，以及台湾、日本、

新加坡、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 

2.企业名称：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 江阴市滨江东路 297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6079832777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主要股东：长越投资有限公司、尚康国际有限公司、盈联钢铁有限公

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刚 

注册资本：85,0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12 月 03 日 

主营业务：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受其所投资企

业的书面委托，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务: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企业

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原材料、元器

件、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在中国

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

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承接其母公司和关联公司的服

务外包业务；销售黑色有色金属材料，供热、废钢的供应及金属冶炼压力

加工技术咨询服务，仓储。  

主要财务指标（币种：人民币）：  

截至 2020 年 06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2,472,971 万元；净

资产：2,367,074 万元；营业收入：14,733 万元；净利润：232,053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泰富投资是公司控股股东中信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属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本次借款



构成关联关系。 

历史沿革：泰富投资于 1993 年 12 月 03 日在境内成立，中信集团为

泰富投资实际控制人。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公司作为集团控股型公司，目前业务范

围涵盖投资、服务、销售其投资企业的产品、高新技术研发等。近三年发

展状况良好。 

3.企业名称：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住  所：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316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57045833Q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主要股东：盈联钢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乔 

注册资本：33,983 万美元 

成立日期：1985 年 10 月 03 日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黑色、有色金属材料和相应的工业辅助材料及承

接来料加工业务；钢铁冶炼、金属压延加工、钢坯、钢锭、钢材、钢管、

焦炭、金属制品制造、化工产品制造和供应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主要财务指标（币种：人民币）：  

截至 2020 年 06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629,877 万元；净资

产：519,53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9,058 万元；净利润：17,820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冶钢是公司控股股东中信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属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本次借款构

成关联关系。 

历史沿革：新冶钢于 1985 年 10 月 03 日注册成立，中信股份持有新

冶钢 100%的股份。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公司作为集团控股型公司，目前业务范

围涵盖钢铁冶炼、金属压延加工、钢坯、钢锭、钢材、钢管金属制品制造。

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利率构成为：执行一年期 LPR 下浮 9.1%。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中信特钢与中信泰富、泰富投资、新冶钢拟签订的《股东贷款框

架协议》，中信泰富、泰富投资、新冶钢拟向中信特钢提供总额不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的股东贷款，期限 3 年，利率执行一年期 LPR 下浮 9.1%。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公开、公平、合理，借款将用于补充公司子

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和子公司流动资金正常运转及业务发展需求，

提升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任何重大不

利影响。 

 



七、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 年 1 月 1 日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中信集团控制下其他企业发

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9,455 万元（已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的除外），未达到

披露标准，具体如下： 

公司及其子公司名称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名称 

交易金额 

（万元） 

中信泰富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中信大锰钦州矿业有限公司 7,862.91 

湖北新冶钢特种材料有限公

司 
采购备件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36.28 

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 采购备件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27.43 

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 采购备件 
中信施耐德智能楼宇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169.91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中信易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82.40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大昌行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35.80 

中信泰富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接受信息服务 
中企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255.27 

中信泰富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接受信息服务 中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20 

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接受信息服务 中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85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接受节能服务 中信节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02.45 

大冶特殊钢有限公司 接受节能服务 中信节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76.64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服务 中信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1.33 

中信泰富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接受信息服务 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16 

合  计 - - 9,454.63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

上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及子公司向股东借款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公开、公平、合理，借款将用于补充公司子

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和子公司流动资金正常运转及满足业务发展需

求，提升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及子公司向股东借款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中信泰富、泰富投资和新冶钢向公司及子公司贷款，总额合计不

超过 60 亿人民币，贷款期限三年，解决了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所需，

偿还了外部有息负债，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资金运用，交易内容合法、合

理，其贷款利率较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下浮 9.1%，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

董事会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股东贷款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