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版）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明重工佳盛慧洁特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七甸街道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内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田永

经营范围：铝空气电池制作组装；立体车库制作安装；特种设备、环卫设备、机械设备及零配件、辅助设备的设

计、生产、安装、改造及咨询服务；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推广及技术咨询：环保工程的设计与施

工：钢结构的设计、制作及安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地暖的安装、维修及保养；铁塔制作、安装及维护；国

内贸易、物资供销。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7年9月30日，昆明重工佳盛慧洁特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221.79万元，

净资产为972.25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33.03万元，净利润为126.4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昆明重工佳盛慧洁特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七）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小康大道 399号云南冶金大厦3、10楼

注册资本：112,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自义

经营范围：为成员单位提供财务和融资服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提供担保；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

的收付；办理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内部

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7年9月30日， 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51,396.30万元， 净资产为

122,744.16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373.43万元，净利润为5,418.9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八）云南冶金金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金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基地春漫大道80号云南海归创业园1幢B1楼B1381号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邓传宏

经营范围：环保咨询；在线设备第三方运营、维护；环保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其监理、咨询；环保技术研发、技术

服务；环保项目投资及其资产管理；环保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环保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销售；工业“三废” 资源化利

用（限分支机构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7年9月30日，云南冶金金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10.93万元，净资产为

312.38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43.86万元，净利润为90.76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金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

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九）云南冶金仁达信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仁达信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辰财富中心A座2601号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伟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应用及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电气设备安装；管道及管道

设备的安装；电子计算机维修及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工控技术及网络集成；电脑打字及排版，名片制作；装璜设

计；（机房）防雷、消防、照明、通风、机电设备及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工程咨询、培训服务；房屋租赁、仓储服务；

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国家管理商品除外）、家用电器、科教仪

器、照像器材、办公用品、文化用品、普通机械、电气设备、通信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7年9月30日，云南冶金仁达信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1,892.60万元，净资

产为19,419.68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526.21万元，净利润为-388.9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仁达电脑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云南冶金集团进出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集团进出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北市区小康大道399号

注册资本：21,196.7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经批准的国家配额管理的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针纺织品，服装，旅游产品，百货，工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不含管理商品），日用杂品，仓储、物流及相关

服务。经贸部核定的一、二类商品和放开经营三定的一、二类商品和放开经营三类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及转口贸易；

物流服务；国际、国内货运代理业务；煤炭批发经营；农产品；粮食收购、饲料经销；炭素及炭素制品经销；石油焦经

销；贵金属经销。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7年9月30日，云南冶金集团进出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6,856万元，净资

产为-9,737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25,658万元，净利润为-1,45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进出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2018年预计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

性质为接受劳务、购买商品，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其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十一）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地勤楼3011室（入驻云南嘉世通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丁吉林

经营范围：电力购销、电力贸易；配电网规划、建设、运营、维修、改造、设计、咨询服务；电力和新能源投资（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7年9月30日，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0,285万元，净资产为7,662万

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06,382万元，净利润为2,139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二）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建水县临安镇南营寨

注册资本：8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宗有

经营范围：锰矿石原矿采掘、冶炼、洗选；天然放电锰、电炉碳素锰铁、电解金属锰、硅锰、硅铁、冶金锰矿石、高

锰酸钾冶炼、加工、销售；矿（岩）棉板、矿（岩）棉毡、粒状棉等绝热保温不燃吸音材料的生产、加工、销售；硅矿石

的开采、工业硅、硅铝合金及硅系列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钢材销售；钢桶生产销售；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贵金

属、矿产品、化工产品购销。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7年9月30日，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29,743.20万元，净资产为-61,

638.15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218.39万元，净利润为-4,356.82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公司与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2018年预计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接受

劳务，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其具有履约能力。

（十三）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龙陵县龙山镇大坪子

注册资本：39,080.0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毕红兴

经营范围：硅产品及其附产品的生产、销售；冶金用脉石英开采、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贸易代理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7年9月30日，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7,087.69万元，净资产为34,

745.03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1,938.09万元，净利润为-511.55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四）云南驰宏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驰宏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洲路1号

注册资本：258,75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克洋

经营范围：铅锌锗系列产品的冶炼、深加工及伴生有价金属回收、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硫酸、硫酸锌、硫酸

铵、硫酸铜、铋镉、金银提炼及化学分析；阴阳极板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矿产品贸易；废旧物资回收及利用；机械

加工、制造、维修；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矿产品、煤焦、化工产品化验分析及技术服务；房屋、设备租赁；机电设备及

计量器具的安装、调试、检定、维修；物流及道路货物运输；水质、环境检测；理化分析检测设备的检定、校准，10KV

及以下电气设备定检；计算机及网络安装维修；研究、开发有色金属产品;电力生产、电力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

生产、供应自来水。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7年9月30日，云南驰宏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86,415.37万元，净资产

为205,623.47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79,622.41万元，净利润为7,941.65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驰宏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

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五）云南汇通锰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汇通锰业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海埂路23号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樊宏云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矿产品、化工产品、煤炭产品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

代理进出口；仓储服务；市场调查、经济信息咨询。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9月30日，云南汇通锰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8,002.26万元，净资产为5,750.21万

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1,150.03万元，净利润为87.2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汇通锰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

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六）云南冶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住所：昆明市白塔路208号10楼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树明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程质量评估鉴定；建材质量见证取样检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咨询及相关技

术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17年9月30日， 云南冶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总资产为198.73万元， 净资产为

150.04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0.66万元，净利润为-6.6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

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七）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白塔路208号

注册资本：166.67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辉如

经营范围：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工程项目的投资估算、工程概算、预算、工程结算、工程竣工决算：工程招标

标底、投标报价的编制和审核：工程造价咨询以及提供有关工资造价信息资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9月30日，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54.31万元，净资产

为478.11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17.54万元，净利润为127.0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

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八）昆明八七一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明八七一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871号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皇甫智伟

经营范围：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及运营；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及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及形象设计；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餐饮管理；摄影服务；图文制

作；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停车场经营；艺术品收藏（文物及国家禁止的除外）；国内贸易、物资供销（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17年9月30日， 昆明八七一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45.92万元， 净资产为

432.95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69.95万元，净利润为-67.9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昆明八七一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九）云南省有色金属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有色金属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住所：昆明市圆通北路86号

注册资本：19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毅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保证产品质量提供检验保障。 阴极铜、粗铜、铜及铜合金拉制管、铅锭、锡锭、铸造锡铅焊

料、重熔用铝锭、铸造铝及合金锭、铝合金建筑型材、牙膏管用铝圆片、金属锑、铋、锢锭、镉锭、砷、重熔用镁锭、工

业硅的检测。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9月30日，云南有色金属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总资产为305.33万元，净资产

为29.93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16.89万元，净利润为-166.6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公司与云南有色金属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

其具备履约能力。

（二十）云南冶金慧保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慧保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871号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永生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电器设备、特种设备及零配件、铺助设备的设计、生产、安装、改造、保运、维修及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特种设备的检验；钢结构的设计、制作、安装；国内贸易、物资供销。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9月30日，云南冶金慧保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08.34万元，净资产

为31.56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65.75万元，净利润为21.56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慧保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

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二十一）云南科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科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圆通北路86号

注册资本：4,45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邓传宏

经营范围：环保工程的咨询、设计、施工；环保设备、药剂、金属材料、硅等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与经营业务

有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项目运营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9月30日，云南科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2,782.62万元，净资产为5,

933.05万元；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122.47万元，净利润为403.3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科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二十二）云南省冶金医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省冶金医院

住所：昆明市人民东路王大桥

注册资本：1062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羚

经营范围：医疗服务及职业卫生评价、监测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9月30日，云南省冶金医院总资产为2,196.62万元，净资产为1,394.70万元；2017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538.51万元，净利润为5.80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医院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

性较小。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十三）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住所：呈贡县七甸乡

经营范围：五金交电、机电产品、百货、建筑材料、粮油及制品批发零售；房屋维修、家电修理；园艺植物种植等。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履约能力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交易的定价政策：双方根据“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达成交易协议。

2.定价依据：市场定价及协议定价。

3.关联交易协议情况：公司日常经营中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关联方签署

具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以上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业务往来，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

有助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开展和执行，在一定程度控制了公司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益，推动公司健康可

持续发展。

2.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公开” 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本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3.上述关联交易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就本次关联交易向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取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独立董事认真审核相关资料

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联方董事须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独立意见：

1.公司预计的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2.本次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方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本事项时进行了回避表决，该事项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3.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1.云铝股份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关联董事遵

守了回避制度，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云铝股份及其子公司与其他关联方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

价格协商定价，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3.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三）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确认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000807� � � �股票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3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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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

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云南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时间

1、2015年发行股票购买股权及资产项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732号文核准，本公司2015年5月19日向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6�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59,438,661.00股，发行价格为每

股6.6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390,267,095.65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39,36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2,350,907,095.65元。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XYZH/2015KMA30048号验资报告验证，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2,390,267,095.65元，扣除承销费及保荐费用人民币35,850,000.00元后的余额人民币2,354,417,095.65元，由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汇入公司在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其中：用于收购云南浩鑫铝箔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鑫铝箔” ）86.92%股权的募集资金585,388,500.00元，汇入公司在中信银行昆明分行营业

部开立的专项账户（账号：7301110182600140323，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募集资金账户” ）；用于收购云南源鑫炭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鑫炭素” ）100%股权的募集资金584,573,600.00元，汇入公司在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开立

的专项账户（账号：135639959848，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募集资金账户” ）；用于投资源鑫炭素60万吨炭素项目二期

35万吨工程（以下简称“源鑫炭素二期工程” ）的募集资金530,305,000.00元，汇入公司在交通银行昆明五华支行

开立的专项账户（账号：531078102018150075820，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募集资金账户” ）；剩余的募集资金654,149,

995.65元，汇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南屏支行开立的专项账户（账号：2502011029225762262，以

下简称“工商银行募集资金账户” ），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收到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其他发行费用3,510,

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350,907,095.65元。

2、2016年发行股票购买股权及工程建设项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95号文核准，本公司2016年10月19日向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708,227,152.00股，发行价格为

每股5.2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682,781,190.4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52,62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3,630,161,190.40元。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6]53090007号验资报告验证，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3,682,781,190.40元，扣除承销费及保荐费用人民币50,000,000.00元后的余额人民币3,632,781,190.40元，由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20日汇入公司在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其中：用于投资云南文山铝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山铝业” ）60万吨/年氧化铝技术升级提产增效项目（以下简称“文山二期项目” ）的募集

资金1,334,935,000.00元，汇入公司在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开立的专项账户（账号：135648206203，以下简称“中国

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二）” ）；用于并购老挝中老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老铝业” ）51%的股权、投资中老铝

业100�万吨/年氧化铝及配套矿山项目（以下简称“中老铝业项目” ）的募集资金1,247,846,200.00元，汇入公司在

交通银行昆明五华支行开立的专项账户 （账号：531000300011017000270， 以下简称 “交通银行募集资金账户

（二）” ）；剩余的募集资金1,049,999,990.40元，汇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南屏支行开立的专项

账户（账号：2502010319201142440，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二）” ），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

动资金。 公司收到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其他发行费用2,62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630,161,190.40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1、2015年发行股票购买股权及资产项目

公司收到的募集资金于各年度的使用情况及年末余额如下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2,390,267,095.65

减：发行费用 39,360,000.00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350,907,095.65

减：2015年使用的募集资金 1,935,786,404.02

减：2016年使用的募集资金 4,815,691.63

减：2017年使用的募集资金 120,000,000.00

减：临时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39,700,000.00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本金余额 50,605,000.00

2016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收购浩鑫铝箔86.92%股权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预案》。公司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之一“收购浩鑫铝箔86.92%股权” 节余募集资金7,761,722.47元，其中节余本金4,815,691.63元、利息收入2,

946,030.84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该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事项经本公司2016年

5月17日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存放于中国银行募集资金账户、工商银行募集资金账户及中信银行募集资金账户的

募集资金本金已全部使用，中国银行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16年9月28日销户，工商银行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16年

12月2日销户，中信银行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16年12月30日销户；存放于交通银行募集资金账户的募集资金余额

为人民币121,194,939.02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120,305,000.00元，利息为人民币889,939.02元。

2017年7月，本公司将前期使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290,000,000.00元归还至交通银行募集资金账

户中。2017年5月17日及2017年11月20日，本公司将存放于交通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中的募集资金合计120,000,000.00

人民币汇入源鑫碳素账户，用以投资源鑫炭素二期工程项目。

2017年9月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实施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存

放于交通银行昆明五华支行中用于投资源鑫炭素60万吨炭素项目二期35万吨工程的暂闲置募集资金240,000,

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2017年9月7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17年12月31日公司将存放于交通银行募集资金账户的募集资金239,700,000.00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存放于交通银行募集资金账户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53,511,287.99元，其中本金

为人民币50,605,000.00元，利息为人民币2,906,287.99元。

2、2016年发行股票购买股权及工程建设项目

公司收到的募集资金于各年度的使用情况及年末余额如下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3,682,781,190.40

减：发行费用 52,620,000.00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630,161,190.40

减：2016年使用的募集资金 1,367,197,714.74

减：2017年使用的募集资金 515,182,275.66

减：临时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150,000,000.00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本金余额 597,781,200.00

2016年11月14日，本公司将存放于中国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二）的募集资金500,000,000.00人民币汇入文山铝

业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南屏支行开立的专项账户（账号：2502011029221568717，以下简称“文山铝

业工商银行募集资金账户” ），用于对文山铝业进行增资，进而以文山铝业为主体实施文山二期项目建设。 2016年

12月19日， 文山铝业将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通知存款的方式存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南屏支行开

立的专项账户（账号：2502011014200006974）。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存放于工商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二）的募集资金本金已全部使用；存放于中国银行

募集资金账户（二）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35,339,719.56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134,935,000.00元，利息为人民

币404,719.56元； 存放于文山铝业募集资金账户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488,073.74元， 其中本金为人民币182,

275.66元，利息为人民币305,798.08元；存放于文山铝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南屏支行开立的通知存款

账户余额为人民币180,000,000.00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180,000,000.00元；存放于交通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二）的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250,965,951.46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1,247,846,200.00元，利息为人民币3,119,751.46元。

2017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存放于交通银行昆明五华支行账户用于并购老挝

中老铝业有限公司项目和投资建设老挝中老铝业有限公司100万吨/年氧化铝及配套矿山项目的暂闲置募集资金

800,0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2017年3月29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将存放于交通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二）中的募集资金800,000,000.00元人民币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2017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到期归还并继续使用部分暂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将文山铝业 60�万吨/年氧化铝技术升级提产增效项目的部分

暂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50,000,000.00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将存放于中国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二）中的募集资金

350,000,000.00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017年3月至12月，公司将中国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二）中的募集资金335,000,000.00元人民币投入文山二期

项目（存放于文山铝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南屏支行开立的账户）。 2017年文山铝业将2016年末存

放于文山铝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南屏支行开立的通知存款账户中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80,000,000.00

元转入文山铝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南屏支行开立的账户中，2017年文山铝业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

合计支出募集资金人民币515,182,275.66元投入文山二期项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存放于中国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二）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50,608,179.81元，其

中本金为人民币149,935,000.00元，利息为人民币673,179.81元；存放于交通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二）的募集资金余

额为人民币462,382,030.05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447,846,200.00元，利息为人民币14,535,830.05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

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5年发行股票购买股权及资产项目

公司将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南屏支行。 公司及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各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的，相关银行均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二）2016年发行股票购买股权及工程建设项目

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存放于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交通银行昆明五华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南屏支行。 公司及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各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一次或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的， 相关银行均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5年发行股票购买股权及资产项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1）。

（二）2016年发行股票购买股权及工程建设项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2）。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报告期内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

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不存在重大的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9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年度

编制单位：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35,090.7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00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6,060.21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收购云南浩鑫铝

箔有限公司86.92%

股权

否 58,538.85 58,538.85 58,057.28 100.00% 不适用 - 否 否

2、收购云南源鑫炭

素有限公司100%股

权

否 58,457.36 58,457.36 58,457.36 100.00% 不适用 2,986.06 否 否

3、投资源鑫炭素60

万吨炭素项目二期

工程

否 53,030.50 53,030.50 12,000.00 24,000.00 45.26%

尚未完

成全部

投资

-

不适

用

否

4、补充流动资金 否 65,064.00 65,064.00 65,064.00 100.00% 不适用 是 否

5、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注]

481.57 不适用 是 否

合计 235,090.71 235,090.71 12,000.00 206,060.2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收购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86.92%股权

1、铝箔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单位产品的加工费下降，导致利润减少；@2、根

据上海市产业发展规划及相关要求， 公司对浩鑫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

沪鑫铝箔有限公司进行转型升级，导致利润减少。

收购云南源鑫炭素有限公司100%股权 2017年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导致未能达到预期效益。

投资源鑫炭素60万吨炭素项目二期工程

源鑫炭素二期工程项目正在建设中， 公司按照工程建设进度分期支付募集

资金。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5年6月11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短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审议通过了暂时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1,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不超过2016年7月15日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在交通银行购买30天理财产

品41,000万元，并于2015年7月15日到期收回。

2、2015年6月11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短期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审议通过了暂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1,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2015年7月16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

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将存放于交通银行募

集资金账户的募集资金41,000万元转至本公司在兴业银行及广发银行开立

的银行账户中，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于2016年7月14日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41,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3、2016年8月2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短期使用部分暂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通过了公司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

集资金人民币29,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2016年8月2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16年8月12日，将存放

于交通银行募集资金账户的募集资金29,000万元转至本公司在兴业银行开

立的银行账户中，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2017年9月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

影响实施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

的存放于交通银行昆明五华支行中用于投资源鑫炭素60万吨炭素项目二期

35万吨工程的暂闲置募集资金240,0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2017年9月7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

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将存放于交通银行募集资金账户的募集资金239,

700,000.00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根据2016年4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浩鑫铝箔86.92%股

权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预案》。 公司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收购浩鑫铝箔86.92%股

权”节余募集资金7,761,722.47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附表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年度

编制单位：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63,016.1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518.2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8,238.00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云南文山铝业有

限公司 60万吨/年

氧化铝技术升级提

产增效项目

否 133,493.50 133,493.50 51,518.23 83,500.00 62.55%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2、并购老挝中老铝

业有限公司项目

否 17,941.34 17,941.34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3、老挝中老铝业有

限公司 100�万吨/

年氧化铝及配套矿

山项目

否 106,843.28 106,843.28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4、偿还银行贷款及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04,738.00 104,738.00 104,738.00

100.00

%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363,016.12 363,016.12 51,518.23 188,238.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60万吨/年氧化铝技术升级提产增效项目：截至2016年

12月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4,300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6年11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人民币7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16年11月24

日，将存放于中国银行募集资金账户的募集资金30,000万元转至本公司在中国

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中，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公司于2016年

11月29日，将存放于中国银行募集资金账户的募集资金30,000万元转至本公司

在红塔银行昆明分行及富滇银行昆明北市区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中，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于2016年12月12日，将存放于中国银行募集资金账户的

募集资金10,000万元转至本公司在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开立的另一银行账户

中，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到期前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2、2017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短期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2016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在交通银行昆明五华支行账户中用于并购老挝中老

铝业有限公司项目和投资建设老挝中老铝业有限公司100万吨/年氧化铝及配

套矿山项目的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800,0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2017年3月29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将存放于交通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二）中的募集

资金800,000,000.00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3、2017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募集资金到期归还并继续使用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公司将文山铝业 60�万吨/年氧化铝技术升级提产增效项目的部分暂闲置

募集资金人民币450,000,000.00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17年12

月31日公司将存放于中国银行募集资金账户（二）中的募集资金350,000,

000.00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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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与

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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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加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资金管理、降低资金运营成本、提高资金

运用效益，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公司及公司子公司需要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

务公司” ）发生存贷款等业务，由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提供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

理保险存贷款、票据贴现、资金结算、融资租赁、担保等金融服务。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及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按照相关规定，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的日均存款余额分别不超过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金额5%，且分别不超过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货币资金总

额（剔除募集资金及财政专项资金）的50%；公司（含公司子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的日均存款余额占财务公司

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不超过50%。

（二）关联关系

公司是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冶金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是冶金集团控股子公

司，同受冶金集团实际控制；冶金集团持有公司42.57%股权，持有财务公司80%股权，因此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金

融服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预案》，由于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审议时公司关联方董

事田永、丁吉林、何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宁平、尹晓冰、鲍卉芳、汪涛事前认可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时对该事项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本

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审议时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审议通过后公司及

公司子公司将分别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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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不构成借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昆明市小康大道399号云南冶金大厦3、10楼

注册资本：112,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自义

成立日期：2010年1月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6979945349

经营范围：为成员单位提供财务和融资服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提供担保；协助会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

的收付；办理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内部

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目前，冶金集团持有财务公司80%股权。

（二）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年9月30日，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51,396.30万元，净资产为122,744.16万元；2017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373.43万元，净利润为5,418.9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不适用）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提供财务、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代理保险存贷款、票据贴

现、资金结算、融资租赁、担保等金融服务。

1.财务、融资顾问业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办理上述业务，财务公司收费不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同时也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它公司开展同类业务的收

费水平。

2.结算服务

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结算帐户，并签订开户协议，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收款、付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

相关的辅助服务。

提供上述结算服务，财务公司收费不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同时也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它公司开展同类业务

的收费水平。

3.代理保险业务

代理费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标准收取，中国保监会没有规定的按同业水平收取，同时也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

它公司开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4.存款业务

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存款利率按照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基准存款利率执

行，同时也不低于财务公司向其它公司提供存款业务的利率水平。

5.信贷业务

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融资租赁等资金融通业务。 公司存放

于财务公司的存款不得用于向冶金集团及公司其他关联单位提供资金用于委托贷款、委托投资等业务。

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资金的利率，不高于公司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利率，同时也不高于财务

公司向其它公司提供贷款的利率水平。

6.票据承兑、贴现和接受担保等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由公司、财务公司双方按照公允、公平、自主、自愿的原则协商办理，费率或利率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执行，国家没有规定的，按照不高于同业水平执行，同时也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它公司提供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双方拟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服务内容

根据公司及公司子公司需求，由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提供财务、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代理，资金结算、保险代理、存贷款、融资租赁、担保等金融服务。

（二）交易价格

双方在开展上述业务时，交易价格按照“公允、公平、自愿” 的原则协商确定。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国家监管机构有规定的，由双方按规定确定交易价

格；无规定或规定了浮动范围的，由双方根据交易发生时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三）存款业务限额

2018年度，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在财务公司日均存款余额合计不超过10.12亿元人民币，公司子公司若与财务公

司发生关联交易，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执行。

（四）协议期限

协议有效期为一年。

六、防范关联存贷款业务风险的控制措施

（一）公司委托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 ）审核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

和风险状况。 根据瑞华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认为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能较好地控制风险；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符合该办法第三

十四条的规定要求。 云铝股份2017年度与财务公司发生存、贷款业务均没有超过存、贷款上限。

（二）为保证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资金安全和灵活调度，公司制定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在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 通过成立存款风险防范及处置领导小组，建

立存款风险报告制度，及时取得财务公司月度报告和经审计年度报告，分析并出具存款风险评估报告。 如出现重

大风险，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制定方案；与财务公司召开联席会议，寻求解决办法；通过变现财务公司金融资

产等方法，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公司还可以不定期地全额或部分调出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以检查相关存款的安全

性和流动性。

（三）公司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在财务公司日均存款余额作了限制，明确规定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存放在财务

公司的日均存款余额分别不超过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金额的5%，且分别不超过

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货币资金总额（剔除募集资金及财政专项资金）的50%；公司

（含公司子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的日均存款余额占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不超过50%。

（四）此外，公司将在存款业务期间，密切关注财务公司运营状况，除及时掌握其各项主要财务指标外，将通

过不定期办理不同额度的存取款业务，以验证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不适用)

八、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

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各项指标均达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 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提供相关金融服务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 同时，公司作

为财务公司的股东，享有其10%的投资收益，从而间接降低了公司的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利益。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7年，公司与该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金额1,269,906,510.73元。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就本次关联交易向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取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独立董事认真审核相关资料

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联方董事须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该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方董事均已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中介机构意见结论（不适用）

十二、其他（不适用）

十三、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三）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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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

云南云铝矿产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暂定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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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概述

（一）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更好地统筹管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矿产资源地质勘查、矿权运

营、绿色矿山建设、资源开发等工作，进一步提高公司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公司将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山铝业” ）在云南省文山市成立云南云铝矿产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

称“云铝资源” ），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5,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比例为70%，文山铝业出资比例为30%；首期由公

司与文山铝业按出资比例共同出资800万元，后续根据云铝资源运营需要逐步缴足资本金。 云铝资源将依托云南

省及周边丰富的铝土矿资源，以提高公司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为目标，围绕地质勘查、矿权维护及运营、矿山生产管

理、绿色矿山建设及土地复垦、采选技术创新与服务管理等方面开展工作，逐步发展形成集地质勘查、矿权运营、

绿色矿山建设、资源开发为一体的专业化矿业企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3月1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云南云

铝矿产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

（三）本次投资设立云铝资源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4年4月16日

3.公司住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城北片区高登路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郝红杰

6.注册资本：270,000万元

7.经营范围：铝土矿资源开发、开采；氢氧化铝、氧化铝及其延伸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液氧、液氮、硫磺、硫

酸铵、铁精矿、金属镓、蒸气和赤泥的生产和销售；矿山及冶金机械制造；矿产资源科研，地质勘查技术咨询服务；

矿产品销售；铝锭及铝加工制品的销售；林木种植和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文山铝业100%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云南云铝矿产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公司住所：云南省文山市

4.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5.股权结构：公司认缴出资10,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0%；文山铝业认缴出资4,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

6.出资方式：双方首期出资800万元，后续根据云铝资源运营需要逐步缴足资本金。

7.经营范围：铝土矿及共伴生矿产资源的采、选技术咨询与研发；固体矿产地质勘查；金属非金属矿山工程施

工；矿业权咨询与运营；矿石开采、加工及购销。

（云铝资源工商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不适用）

目前尚未签订协议，待投资双方协商确定后签订出资协议。

五、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该投资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和运营发展需要，成立专业化的资源公司，统筹管理公司矿产资源地质勘查、矿

权运营、绿色矿山建设、资源开发工作，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矿产资源专业化管理水平，对提高公司资源保障能力，

提升公司水电铝加工一体化产业价值链具有积极作用。

2.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

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云铝资源事项不存在政策障碍，但在云铝资源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政策、行业等风险因素，公

司将在今后的运营过程中强化管理，做好风险防范。

六、关联交易（不适用）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故不适用。

七、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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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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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充分发挥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功能，有效降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生

产所需的原材料及铝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公司在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和伦敦金属交

易所（LME）开展铝及相关品种期货套期保值交易，为所生产的铝锭、铝加工产品和生产所需的氧化铝、铜等原材

料进行套期保值。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8年4月—2019年3月境内外期货套期保值计划履行决策程序的说明

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2018年4月—2019年3月LME套

期保值计划>的议案》、《关于制订<2018年4月—2019年3月国内期货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和《关于确定公司

2018年度境外期货外汇风险敞口的议案》。

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不需履行关联交易表决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关于“公司的衍生品投资仅限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衍生品投资。 董事会

可自行决定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衍生品投资种类和金额，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查公司衍生品投资的必要性

及风险控制情况” 的规定及《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该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开展境内外铝及相关品种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主要条款

1.业务范围：根据实货需要开展铝及相关品种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进行投机。

2.交易品种：铝期货、铜期货等标准合约。

3.交易所选择：境内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境外为伦敦金属交易所。

4.合约的交割：实物交割。

5.交易数量

境外期货：铝加工产品卖出保值套保比例不超过实货量的50%，进口氧化铝买入保值套保比例不超过实货量

的100%；境外期货总保值量不超过12.45万吨。 在上述保值头寸范围内可滚动操作，任何时点的持仓头寸不超过上

述保值头寸范围。

境内期货：铝锭、铝加工产品卖出保值套保比例不超过实货量的30%，铝加工产品生产用铝买进保值套保比

例不超过实货量的30%，国内氧化铝采购买进保值套保比例不超过实货量的100%；生产铝合金用铜买进保值套保

比例不超过实货量的100%。 境内期货总保值量：铝期货量不超过81.1万吨，铜期货量不超过0.05万吨。 在上述保值

头寸范围内可滚动操作，任何时点的持仓头寸不超过上述保值头寸范围。

6.合约期限：不超过12个月。

7.流动性安排和清算交收原则：主要是根据建立头寸所对应的到期日进行资金方面的准备，并按照境内外期

货交易所相应的结算价格进行购入或卖出清算。

8.支付方式及违约责任：出现违约或者交易损失，按到期日现金汇付结算。

9.履约担保：以期货交易保证金方式担保。

三、开展境内外铝及相关品种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必要性

由于有色金属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公司的铝锭、铝加工产品销售价格和主要原材料氧化铝采购价格与铝

价直接相关，生产铝合金用铜采购价格与铜价直接相关，铝价、铜价的波动对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成本

产生直接且重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的生产成本和经营效益。 因此，公司选择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

保值功能，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交易，将公司生产原材料采购成本和铝产品销售价格风险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规避

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实现公司稳健经营的目标。

四、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准备情况

1.公司已制定《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期

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套期保值工作按照以上制度严格执行。

2.公司建立了完善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决策、操作、监督等工作分工和控制机制。 公司董事会是以套期保值

为目的的境内外期货业务的最高决策机构； 公司经营工作理事会是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境内外期货业务的日常

管理机构，负责境内外期货业务的日常管理工作，确保相关人员遵守有关制度；公司国贸经营部负责制定套期保

值具体交易方案，并经公司经营工作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3.公司设立了期货业务科室，明确各岗位职责。 公司期货交易员、风险管理员、交易确认员、合规管理员等期

货业务人员均持有“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

五、开展境内外铝及相关品种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境内外铝及相关品种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可以规避铝及相关品种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但也可能存在一定风险：

1.市场风险：因期货市场价格波动过大，造成保证金不足的风险。

2.信用风险：虽然公司建立了选择经纪公司的制度和程序，所选择的经纪公司运作规范、信誉良好，但不排除

发生信用风险的可能性。 公司将通过在各经纪公司分仓交易，加强资金管理，降低风险。

3.操作风险：公司在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如发生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报备及审批，或未准确、及时、完

整地记录金融衍生品业务信息，将可能导致衍生品业务损失或丧失交易机会。

4.法律风险：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存在交易人员未能充分理解交易合同条款和产品信息，导致经营

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外部法律事件而造成的交易损失。

六、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套期保值业务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严格按照制定的套期保值方案执行，保值业务规模与公司经营业务

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

2.公司制定《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期货

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3.严格规定业务操作程序，有效控制和规避操作风险。

4.为进一步加强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工作，健全和完善期货运作程序，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形成了

董事会、经营工作理事会、期货业务分管公司领导、国贸经营部、期货业务科室、合规管理员、风险管理员、交易员、

结算员、资金调拨员等多层次授权、制约和控制、层层把关的业务流程，便于期货业务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5.在制订交易方案时做好资金测算，做好时时监控，发生风险的概率较小。

6.成立期货业务机构，明确相应职责，配置有投资决策、业务操作、风险控制等具有资质专业人员，严格按照

相关制度执行，降低操作风险。

7.公司建立选择经纪公司的制度和程序，所选择的经纪公司运作规范、信誉良好，发生信用风险的概率较小，

并且公司将通过在各经纪公司分仓交易，加强资金管理，降低风险。

七、期货公允价值分析

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所选择的交易所和交易品种市场透明度大，成交活跃，流动性较强，成交价格和结算价能

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八、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套期保值交易相关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对金融衍生品的公允价值予以确定。

九、套期保值业务后续信息披露

1.当公司已投资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减值与用于风险对冲的资产（如有）价值变动加总，导致合计亏损或浮动

亏损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时，公司将以临时公告及时披露。

2.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已经开展的衍生品投资相关信息予以披露。

十、独立董事意见

按照《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以套期保

值为目的的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衍生品投资，指定相关部门评估投资风险，分析衍生品投资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制定的套期保值计划和外汇风险敞口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组织机构健全、完善，业务流程符合相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情况；

2.所采取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一、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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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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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于2018年3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具体如下：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志祥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刘志祥先生因工作变动，

辞去其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职务，不再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志祥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票。刘志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期间一直勤勉尽责，对公司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公司董事会

对此深表感谢！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陈德斌先生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杨叶伟先生进行资格审查后，

认为杨叶伟先生具备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相应资格和能力。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聘任杨叶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杨叶伟先生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相关人员的任

职资格，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根据杨叶伟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经历等，未发现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具备担任公司高管的资格（简历附

后）。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9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下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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