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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0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2022-048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发挥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的协

同效应，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在关联董事或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公司及其子

公司与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预计 2022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

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上述议案对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与福建省冶金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司在

2022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作出了预计。 

2022年下半年，公司采购原、辅材料数量，销售产品、商

品等交易较此前预计有较大变动，导致公司与三钢集团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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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公司、与冶金控股的部分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也

将有较大变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现需要对原预计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增加调整。 

（二）审议程序 

2022年 8月 30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关于调整

2022 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部分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2.《关于调整

2022 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部分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调整公司与三钢集团的部分下属公司，以及公司与冶金控

股的部分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增加金额分别为

3.77 亿、3408 万元，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上述两项议案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汪建华先生、张萱女士、郑溪欣先生对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专门意见。 

（三）回避表决情况 

三钢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冶金控股持有三钢集团

94.4906%的股权，同时，因本公司董事长黎立璋先生在三钢集

团担任董事长；本公司董事张玲女士在三钢集团担任监事会主

席，在三钢集团的控股股东冶金控股担任董事、总经理；本公

司董事何天仁先生在三钢集团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本公司



 

3 

 

董事、总经理卢芳颖先生在三钢集团担任董事；本公司董事洪

荣勇先生在三钢集团担任副总经理；上述 5人为关联董事。 

公司董事黎立璋先生、张玲女士、何天仁先生、卢芳颖先

生、洪荣勇先生五位关联董事在审议《关于调整2022年度公司

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下属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和《关于调整2022年度公司及其

子公司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部分下属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基本情况 

现将需要调整的 2022 年度公司与有关关联方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的基本情况汇总列表如下（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1. 与控股股东三钢集团的部分下属公司 

 

调整预计公司及其子公司在 2022 年度与三钢集团的部分下属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 2022年

发生金额 

调整金额 现预计 2022年发

生金额 

2022 年 1-7月

实际发生额 （-为调减） 

向关联人

采购原、燃

材料等 

福建台明铸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0.00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3,461,038.27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福建台明铸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  112,000,000.00  115,000,000.00  15,910,7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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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闽光新材料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0.00  60,000,000.00  60,000,000.00  0.0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福建台明铸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0.00  45,000,000.00  45,000,000.00  0.00  

合计 3,000,000.00  377,000,000.00  380,000,000.00  19,371,751.70  

 

2022 年 1-7 月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三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6,221,738,930.02 元（该数据

未经审计）。 

 

2. 与冶金控股的部分下属公司 

调整预计公司及其子公司在 2022 年度与冶金控股的部分下属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 2022年发生

金额 

调整金额 现预计 2022年

发生金额 

2022年1-7月实

际发生额 （-为调减）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

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15,000,000.00 4,080,000.00 19,080,000.00 13,340,019.80 

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30,000,000.00 30,000,000.00 60,000,000.00 33,605,787.08 

合计 45,000,000.00 34,080,000.00 79,080,000.00 46,945,806.88 

 

2022 年 1-7 月，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

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654,018,044.37 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三钢集团的部分下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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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企业名称 
与本公

司关系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

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注册 

地址 

最近一年（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或

2022年 1-6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万元） 

与本公司

关联交易

主要内容 

福建台明铸

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同一母

公司 
李德辉 

58310.82

69 

球墨铸铁管及其异形管件、各种精

密铸造产品、金属结构的研发、制

造与批发；海水淡化、供水系统、

污水处理相关专业设备和材料的设

计、研发、制造与批发；煤焦油生

产和批发（无仓储）、生产再生物资

回收与批发；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 

福建 

三明 

总资产: 84,443.68 

净资产: 46,547.22 

营业收入: 21,172.87 

净利润: -3,577.11 

建筑安装

工程，运输

服务，钢

材、原辅材

料、气体等 

山西闽光新

材料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同一母

公司 
蒋能义 15500 

焦炭、电力、热电及副产品的生产、

加工、销售及相关服务；经销煤炭、

焦炭；果树种植；站台租赁；搬运

装卸服务；铁路发运。 

山西 

曲沃 

总资产: 84,638.40 
净资产: 29,388.95 

营业收入: 99,697.14 
净利润: -2,955.62 

焦炭采购

等 

以上各家关联方暨三钢集团的部分下属公司经查询均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冶金控股的部分下属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企业名

称 

与本公司

关系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注册 

地址 

最近一年（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或

2022年 1-6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万元） 

与本公

司关联

交易主

要内容 

福建省冶

金工业设

计院有限

公司 

冶金控股

持有 100%

股权 

黄华 3000 

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工程测

量、工程咨询、工程监理、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建设工程总承

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压力管

道设计（GC2级）；新材料研发；

纳米材料的制造、销售；环境

保护监测、职业卫生检测、评

价；环境保护与治理咨询服

务、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服务、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理服

务；安全评价。 

福建福

州 

总资产：11,288.9 

净资产：5,887.75 

营业收入：4,916.65 

净利润：234.58 

工 程 设

计、修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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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南

平铝业股

份有限公

司 

冶金控股

持有

50.98%股

权 

李翔 102869.71 

铝锭、铝材及制品，通用设备

的生产、加工、销售；装修装

饰；对外贸易；模具设计、制

作；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

电设备维修、制造、安装；住

宿 

福建 

福州 

总资产：893,301.15 

净资产：327,435.37 

营业收入：410,026.92 

净利润：26,687.71 

装 修 装

饰、销售

气体等 

以上各家关联方暨冶金控股的部分下属公司经查询均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和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时，是在不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

的原则来协商交易价格，并且交易双方将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

确定交易价格，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双方约定将以成

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指成本加不超过 10%

的利润构成价格）。 

对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将在上述预计的范围内与关

联方签订具体的关联交易协议。公司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

的已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的执行情况，将不会超过本次预计的

范围，并将如约继续执行。 

 

五、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与上述关联方在 2022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进行调整，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作出的，此

次调整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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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方发生交易时，交易双方将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公

允、合理的原则，平等协商确定交易内容（包括交易价格）。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调整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因此，公

司对与上述关联方在 2022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

调整，履行了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必备程序，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也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一）独立董事的董事会前的意见 

在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前，公

司向独立董事征求了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同意的意见，

具体如下： 

公司拟进行额度调整的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包括以下

两类：（1）公司与三钢集团的部分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与冶金控股的部分下属公司。我们认为，公司调整与上

述关联方在 2022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在

2022 年生产和销售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

要作出的决策。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调整是依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公司章程》《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作出的，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将在不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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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遵循公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由交易双方

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交易价格，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

格，则交易双方将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

格。因此，公司调整与上述关联方在 2022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

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将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分

类汇总后形成单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公司董事会对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当依法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时的意见 

在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时，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调整与上述关联方在 2022 年度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在 2022 年生产和销售的实际情

况，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作出的决策。公司对该等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调整是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作出的，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将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2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

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由交易双方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

确定交易价格，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交易双方将以成

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因此，公司调整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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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关联方在 2022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 

我们已同意公司将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相

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且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公司

董事会已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合法有效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公

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调整与

上述关联方在 2022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之事宜，调

整金额数未达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要求，故上述 2项议案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同意函》； 

4.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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