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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关于公司关于公司关于公司 2009200920092009 年关联交易的公告年关联交易的公告年关联交易的公告年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一一一、、、、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第十章《关

联交易》第 10.2.4、10.2.10、10.2.11、10.2.12 等和《宝山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某类关联交易或与同一关

联人发生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宝钢股

份）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

审议。 

 

二二二二、、、、预计全年关联交预计全年关联交预计全年关联交预计全年关联交易情况易情况易情况易情况    

（（（（一一一一））））预计全年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预计全年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预计全年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预计全年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宝钢股份2009年达到审议标准的关联交易主要是日常关联交易，

包括采购商品、销售产品、接受劳务、提供劳务和宝钢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的金融服务。另有其他关联

交易主要是租入或租出资产、支付集团公司贷款利息。 

2009 年宝钢股份的关联交易如下： 

1.金融服务以外的交易 

主要是宝钢股份及其下属控股非金融企业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以下称集团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2009

年度预计金额 358.72 亿元。 

单位：百万元 

2009 年预计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预计交易总金

额 

占预计主营收入或主营成本的

比例 

一 采购商品 市场价 15,318.02 11.80% 

二 销售产品、商品 市场价 14,562.61 9.99% 

三 接受劳务 协议价 5,326.33 4.10% 

四 提供劳务 协议价 285.81 0.20% 

五 其他交易   3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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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租入 协议价 163.01 0.13% 

 2、租出 协议价 41.79 0.03% 

  3、利息支出 协议价 174.90 0.13% 

合计   35,872.46   

2.金融服务 

指财务公司与集团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主要有以下四类：财务公司接受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委托

进行资产管理，包括是指定收益率和确保收益的债券回购、债券买卖

业务和指定证券品种和价格范围的证券买卖交易；财务公司向集团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财务公司向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贴

现。2009 年度预计金额如下： 

单位：百万元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09 年预计交易总金额 

最高余额   2,000 
受托管理资产 

收益 协议价 2 
发生额   3,612 
年末余额   2,803 

贷款 

利息收入 
贷款利息为中国 

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 
182 

发生额   20 
年末余额   25 

贴现 

贴息收入 
贴现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 

的再贴现利率为基础确定 
1 

    

（（（（二二二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关系 

宝钢股份的关联方主要是集团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

集团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为同一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一、二项和 10.2.11 规定的情形。 

2．基本情况 

1)宝钢集团上海梅山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 亿元；主营采矿选矿、钢产品、金属制品的生产销

售、劳务、运输、工程设计、资源综合利用等；住所：上海市安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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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号。 

2）宝钢集团上海第一钢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93 亿元；主营业务为钢铁生产销售、科技开发、

实业投资、货物装卸联运、国内贸易等；住所：上海市长江路 735 号。 

3）宝钢集团上海浦东钢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1.4 亿元；主营钢铁产品生产、销售等；住所：上海

市浦东新区上南路 300 号。 

4）宝钢集团上海五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82 亿元；主营业务为各类钢铁生产销售，冶金设备

制造及安装、四技服务、国内贸易等；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同济路

333 号。 

5）宝钢集团上海二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6 亿元；主营钢铁产品生产、销售等；住所：上海

市黄兴路 221 号。 

6）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6.85 亿元；主营原辅料生产、产品销售、杂务劳动

等；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宝杨路 889 号。 

7）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3 亿元；主营冶金、环保设备的制造维修、成套设

备供应等；住所：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 2510 号。 

8）上海宝钢设备检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8135 万元；主营设备检修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丁家桥。 

9）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38 亿元；主营进出口、仓储运输、加工等；住所：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荷丹路 88 号主楼 204-2 室。 

10）上海宝钢工业检测公司 

注册资本：0.28 亿元；主营设备检测服务等；住所：上海市宝山

区克山路 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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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宝钢集团上海钢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9 亿元；主营钢管产品的生产、销售等；住所：上

海市宝山区逸仙路 3950 号 

12）宝钢资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4 亿元人民币；主营货物与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除

专项规定）、废钢、煤炭、货运代理、船舶代理、金属制品的加工、

实业投资等;注册地为浦东新区金海路 3288 号 F3208 室。 

13）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6.19 亿元人民币；主营钢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等;注

册地为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八一路。 

14）宝岛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00 万美元；主营钢铁原燃料及钢材贸易、来料、进料

加工、转口贸易及海洋运输等；注册地为香港湾仔道 1号会展办公大

楼 29 楼 2901 室。 

15）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94.78 亿元人民币；主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

产，并开展有关投资业务：钢铁冶炼、冶金矿产、化工(除危险品)、

电力、码头、仓储、运输与钢铁相关的业务以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和技术管理咨询业务，外经贸部批准的进出口业务，国内外

贸易(除专项规定)，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服务；注册地为上海市浦东

新区浦电路宝钢大厦。 

3．履约能力：宝钢股份的关联方履约能力强，历年来均未发生

向我公司支付款项形成坏账的情况，根据经验和合理判断，未来也无

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三三三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包括市场价、协议价和成本加成价三种

定价原则。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要依据市场价；如果没有市场价，

按照成本加成定价;如果没有市场价，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定价的，

按照协议价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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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宝钢股份的影响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宝钢股份的影响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宝钢股份的影响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宝钢股份的影响    

1．交易目的 

1）宝钢股份与关联方的商品购销 

宝钢股份拥有稳定和经济的全球原燃料供应保障和物流支持，以

及涵盖全国和海外的营销加工配送网络。部分从事钢铁制造、贸易的

关联方利用宝钢股份的购销网络采购原燃料、销售钢铁产品。 

宝钢股份的部分关联方长期从事备件、设备、冶金材料的制造、

销售以及原辅料的开采供应、贸易,已形成了明显的专业技术优势，

是宝钢股份供应链的一部分，向宝钢股份供应生产、建设所需的备件、

材料、设备、原燃料。 

2）宝钢股份接受关联方劳务服务 

随着集团公司内部各类子公司的组建与壮大，技术水平与服务质

量快速提升，同其他社会协作单位相比，这些子公司在技术力量和管

理水平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接受关联方劳务服务，在充分发挥集团

相关子公司专业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宝钢股份核心业务的竞争

力。 

3）宝钢股份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服务 

宝钢股份下属从事信息技术、运输业务的专业公司利用自身的市

场竞争优势向集团公司下属其他公司提供服务。 

4）财务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充分利用财务公司的专业优势，加强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实现效益最大化。 

2．对宝钢股份的影响 

宝钢股份与各关联方的交易是双方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

化为基础所做的市场化选择，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

原则。 

宝钢股份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不

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关联交易对宝钢股份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不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五五五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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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股份所有关联交易皆按照业务类型签署协议,合同条款基本

为格式性条款，关联交易或非关联交易均适用，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执行《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关联交易在签订合同时，价格严格按附表所列示的定价原则制定。 

 

三三三三、、、、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将《关于公司 2009 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在董事会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现就此项关联交易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1、同意此项议案。 

2、此项议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3、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4、本公司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措施合法、有效。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徐乐江、欧阳英鹏、何文波、

李海平、吴耀文回避表决本议案，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