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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75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0-058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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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披露了《关

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对公司 2020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披露。 

为了更好地控制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淮

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钢公司”）2020 年上半年实际运行情况并结

合下半年生产经营需要，对 2020 年度原预计的额度及单位进行调整。其中采购

方面：由于关联方的业务范围调整及矿粉价格上升幅度较大，关联采购预计总额

由原来的 380,120 万元调整为 410,120 万元；销售方面：因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数

量预计减少，关联销售预计总额由原来的 81,880 万元调整为 62,880 万元。 

2020 年 8 月 2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何

春生先生、钱正先生与关联监事连桂芝女士均回避了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

表决。 

二、调整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调整前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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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0 年度

预计金额 

2020 年 1-6

月实际发生

金额 

2019 年度

实际发生

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120,000.00 92,815.20 209,867.13 

沙钢（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30,000.00 3,184.67 20,240.38 

上海砼飞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50,000.00 6,228.65 3,034.95 

沙钢（连云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8,000.00   

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66,000.00 23,963.86 38,420.70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原辅材料 市场价 200.00 18.07 36.84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5,820.00 2,623.45 3,114.22 

江苏沙钢集团鑫瑞特钢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3,800.00 983.38 1,866.32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矿产品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72,000.00 25,352.07 
 

苏州鑫畅恒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13,500.00 2,853.99 9,127.30 

张家港沙钢盛德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7,000.00   

小计   376,320.00 158,023.34 285,707.84 

向关联方采购

燃料及动力 

上海肇赫贸易有限公司 燃料 市场价 3,000.00 177.40 6,715.84 

小计   3,000.00 177.40 6,715.84 

接受关联方劳

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劳务 市场价 800.00  597.28 

小计   800.00  597.28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盛隆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25,000.00 1,610.53  

山东同泰能化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10,000.00   

张家港保税区昌荣贸易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600.00 569.95  

重庆沙钢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4,000.00 4,102.69 8,178.36 

沙桐（泰兴）化学有限公司 副产品 市场价 3,500.00 1,247.57 2,566.33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7,000.00 2,830.98 4,472.18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2,000.00   

张家港保税区锦德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7,000.00 2,829.10 6,576.09 

泰兴沙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500.00 671.35 1,163.52 

张家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600.00 86.21 165.65 

小计   81,200.00 13,948.38 23,122.13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劳务 市场价 500.00 229.86 451.18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劳务 市场价 180.00   

小计   680.00 229.86 451.18 

合计   462,000.00 172,378.98 316,5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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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整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20 年预计金额 

调整前 调整额 调整后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120,000.00 -10,000.00 110,000.00 

沙钢（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30,000.00 -10,000.00 20,000.00 

上海砼飞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50,000.00  50,000.00 

沙钢（连云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8,000.00  8,000.00 

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66,000.00  66,000.00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原辅材料 市场价 200.00  200.00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5,820.00  5,820.00 

江苏沙钢集团鑫瑞特钢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3,800.00  3,800.00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矿产品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72,000.00 35,000.00 107,000.00 

SHAGANG COMMERCE SINGAPORE 

PTE.LTD.（沙钢商贸新加坡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22,000.00 22,000.00 

苏州鑫畅恒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13,500.00 
 

13,500.00 

张家港沙钢盛德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7,000.00 -7,000.00 
 

小计 
  

376,320.00 30,000.00 406,320.00 

向关联方

采购燃料

及动力 

上海肇赫贸易有限公司 燃料 市场价 3,000.00  3,000.00 

小计 
  

3,000.00  3,000.00 

接受关联

方劳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劳务 市场价 800.00  800.00 

小计 
  

800.00  800.00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盛隆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25,000.00 -9,000.00 16,000.00 

山东同泰能化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10,000.00 -10,000.00  

张家港保税区昌荣贸易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600.00  600.00 

重庆沙钢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4,000.00  14,000.00 

沙桐（泰兴）化学有限公司 副产品 市场价 3,500.00  3,500.00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7,000.00  7,000.00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2,000.00  2,000.00 

张家港保税区锦德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7,000.00  17,000.00 

泰兴沙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500.00  1,500.00 

张家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600.00  600.00 

小计 
  

81,200.00 -19,000.00 62,200.0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劳务 市场价 500.00  500.00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劳务 市场价 180.00  180.00 

小计 
  

680.00  680.00 

合计 
  

462,000.00 11,000.00 47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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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集团”） 

沙钢集团法定代表人沈彬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45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

张家港市锦丰镇，主营业务：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金属轧制设备配件、耐火材

料制品、金属结构及其构件制造，废钢收购、加工，本公司产品销售。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沙钢集团资产总额 20,940,929.05 万元，净资产

8,379,598.84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6,826,256.11 万元，净利润

267,351.26 万元（未经审计）。 

2、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物贸”） 

沙钢物贸法定代表人李旭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

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张家港市锦丰镇振兴路），主营业务：冶金原辅材

料、冶金产品及相关副产品、化工产品、建材产品、矿渣微粉、五金机电批发、

零售。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沙钢物贸资产总额 1,682,481.22 万元，净资产

235,453.92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3,631,092.21 万元，净利润-6,748.25

万元（未经审计） 

3、沙钢（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商贸”） 

上海商贸法定代表人沈谦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 号 302 部位 368 室，主营业务：从事金

属材料、矿产品、五金交电、机电设备、通讯设备、建筑装潢材料等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海商贸资产总额 71,365.16 万元，净资产-8,669.06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82,085.56 万元，净利润-8,479.04 万元（未经

审计）。 

4、张家港保税区沙钢资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资源”） 

沙钢资源法定代表人沈谦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张

家港保税区长谊大厦 411A 室，主营业务：冶金原辅材料、冶金设备、冶金产品、

金属材料的贸易。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沙钢资源资产总额 234,960 万元，净资产 5,3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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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779,410.71 万元，净利润 9,435.19 万元（未经

审计）。 

5、上海砼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砼飞”） 

上海砼飞法定代表人李向阳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

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三双公路 1021 号 10 幢 M1030 室（上海津桥经济开发区）,

主营业务：从事金属材料、矿产品、五金交电、机电设备、通讯设备、建筑材料

等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海砼飞资产总额 48,664.25 万元，净资产-13,040.50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85,404.44 万元，净利润-3,218.81 万元（未经

审计）。 

6、张家港保税区沙钢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矿产”） 

沙钢矿产法定代表人李向阳先生，成立于 2020 年 3 月 5 日，注册资本人民

币 1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张家港保税区长谊大厦 302C 室，主营业务：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金属矿石批发；金属材料批发；机械

设备批发；金属制品批发；国内贸易代理。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沙钢矿产资产总额 103,614.22万元，净资产 10,922.73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1,593.61 万元，净利润 922.73 万元（未经审

计）。 

7、盛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隆化工”） 

盛隆化工法定代表人徐磊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56,880 万元，注册地址为

滕州市西岗镇，主营业务：生产本公司煤焦化项目的产品甲醇、粗苯、煤焦油、

氧气、氩气、氮气等。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盛隆化工资产总额 378,135.04 万元，净资产

270,456.67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21,919.46 万元，净利润 8,905.20

万元（未经审计）。 

8、沙钢商贸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公司”） 

新加坡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2 月，主要从事铁矿石贸易业务。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新加坡公司资产总额 61,145.40 万元，净资产

10,668.24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2,217.91 万元，净利润 1,521.45

万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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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沙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沙钢物贸、上海商贸为同一母公司；沙钢资源、

上海砼飞、沙钢矿产、新加坡公司与公司为同受母公司控制、盛隆化工为母公司

联营公司。以上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对关联

法人的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各关联方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多年合作伙伴，是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

正常、财务状况稳定、信用状况良好的公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历年来从未

发生过拖欠公司账款而形成坏账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

定价是以市场为原则，严格执行市场价格，同与非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一致，

关联交易的结算方式也与非关联交易一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与沙钢物贸签订了《2020 年宽厚板购销协议》，

协议中约定了购销模式、购货数量、订货程序、结算方式、付款奖励、价格和交

货期、运输方法及费用结算、质量及数量验收方式等内容，协议有效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2020 年 1 月 1 日，淮钢公司子公司淮安淮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上海

商贸、沙钢资源、上海砼飞等公司签订了《铁矿资源代理采购协议》，协议中约

定了供矿数量、品种、定价方式、结算方式、验收标准等内容，协议有效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除上述主要协议外，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经营需要就交易具体情况与关联

方签署各单项合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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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购销活动，这在一定程度

上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公司利用与上述关联方的采购和销售

优势，将有利于降低公司原辅材料采购成本，拓展产品的市场份额，促进公司

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依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

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没有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

控制，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出

具了事前认可的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所需，不会导致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公司利益损失，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董事会会议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发表了如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前，已经

我们事前认可。本次公司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关联董事依法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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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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