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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石明达；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电子

应用产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矿产品销售；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注册地址：南通市紫琅路99号。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华达集团总资产238,133万元、净资产198,841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4,606

万元、营业利润9,619万元、净利润9,94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南通尚明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南通尚明” ）

法定代表人：石磊；注册资本：400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主要生产销售电子专用设备、电子元器件、测

试仪器、工模具；注册地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大道1692号。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南通尚明总资产2,172万元、净资产1,700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593万元、

营业利润407万元、净利润34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北京达博有色金属焊料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达博” ）

法定代表人：王炜；注册资本：5,8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承接国内企业工业金丝、片、箔材料来料加工

业务；加工银、铜、合金（加工地限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40号6号楼一层东侧部分）；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

让；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8号。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北京达博总资产31,346万元、净资产12,472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8,810万

元、营业利润817万元、净利润80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宁波华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华龙” ）

法定代表人：陈亚龙；注册资本：7,5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电子元件,�继电器配件，电声器配件，接插

件，电器配件，半导体器件及半导体元器件专用材料开发生产，电子零件，模具制造，加工；注册地址：宁波市

东钱湖工业区长漕路68号。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宁波华龙总资产70,911万元、净资产10,314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6,812万

元、营业利润-3,978万元、净利润-3,75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南通金泰科技有限公司（“南通金泰” ）

法定代表人：石磊；注册资本：100万美元；经营范围：电子专用设备、自动化设备及其零配件、测试仪器、

工模具的研制开发与加工、销售。软件开发服务及集成电路的设计、技术咨询服务。注册地址：南通市崇川路

27号4号标准厂房1楼。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南通金泰总资产3,138万元、净资产2,787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086万元、

营业利润437万元、净利润400万元。以上数据已审计。

6．天津金海通自动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金海通” ）

法定代表人：崔学峰；注册资本为：1,345.394821万人民币；经营范围：自动化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电子元

器件加工；半导体设备、机电一体化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机械配件、通讯设备

批发兼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租赁。注册地址：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18号北2-504工业

孵化-2。

截至2019年12月31日，金海通总资产18,756元、净资产14,161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091万元、营

业利润800万元、净利润92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 厦门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厦门通富” ）

法定代表人：王汇联；注册资本为80,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其他未列明专业技

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事项）；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

片区建港路29号海沧国际物流大厦10楼1001单元F0193。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厦门通富总资产120,758.58万元、净资产77,989.84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

398.97万元、营业利润-2,536.75万元、净利润-1,849.6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华达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项对关联法人

的规定。

2．南通金泰是华达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对关

联法人的规定。

3．南通尚明、北京达博、宁波华龙、金海通是华达集团的联营企业，公司董事及其直系亲属、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在南通尚明、北京达博、宁波华龙担任董事、监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

第（三）项对关联法人的规定。

4．公司持有厦门通富10%股权，公司董事担任厦门通富的董事及董事、总经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对关联法人的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是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考虑到华达集团所承担的担保风险，由于为公司担保造成华达集团银行信用评级下降等情况，并参

考市场化的担保费率。公司按照实际发生担保额的1%向华达集团支付担保费。

2．公司与南通尚明、北京达博、宁波华龙、南通金泰、金海通之间的交易，按照市场经济、公平定价原

则，由双方协商确定，并签订合同，按合同履行。

3.�由于厦门通富尚在建设，双方同意金BUMP生产线延迟搬迁到厦门通富，继续由公司代为运营，公司

进行该产线原材料采购、入库、领用等操作，同步提供所需的水电气等动力及经营人员，并按实际发生成本

与厦门通富进行结算。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与《关联交易关联办法》的相关规定，以确保关联交易的公

允性。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担保协议》

在2019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公司将与华达集团签订《担保协议》。协议约

定，华达集团将为公司2020年中不超过25亿元的融资提供担保；公司应在2020年度结束后，按照华达集团

2020年为公司所提供融资担保额的1%，向华达集团支付担保费，担保费总额不超过2,500万元。

2．《基本合同》、《购销协议》

2016年3月28日，公司与北京达博签订期限为五年且双方无异议即自动延长一年的《基本合同》，向其

采购键合丝；2016年3月28日， 公司与宁波华龙签订期限为五年且双方无异议即自动延长一年的 《基本合

同》，向其采购框架。北京达博专业从事半导体器件及集成电路用键合金丝、金合金丝等产品的研究、开发、

生产及销售；宁波华龙为国内半导体塑封用引线框架主要生产商之一。公司向北京达博和宁波华龙采购原

材料。

2017年3月，公司与南通尚明续签了期限为三年且双方无异议即自动续期一年的《购销协议》，向其采

购模具备件和设备备件；2017年3月4日， 公司与南通金泰签订期限为两年且双方无异议即自动续期一年的

《基本合同》，向其采购设备备件；2017年6月1日，公司与天津金海通签订期限为两年且双方无异议即自动

续期一年的《基本合同》，向其采购设备备件。

3．《合作协议》

因厦门通富尚在建设中，经厦门通富与公司协商，其金BUMP生产线继续由公司代为运营，双方续签

《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于厦门通富尚在建设，双方同意生产线延迟搬迁到厦门通富，继续由公司代为运

营， 协议有效期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厦门通富首条金BUMP生产线建设完成为止 （不迟于2020年12月31

日）。

公司将在董事会批准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执行上述《担保协议》、《基本合同》、《购销协议》

及《合作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为华达集团本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有利于公司银行融资计划的顺利实施。

2、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除华达集团外的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确系出于业务经营的需要，有利于

拓宽公司采购渠道，降低某些材料、设备及备件供应商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提高公司的议价能力。

3、厦门通富尚在建设中，公司根据市场需要，提前为厦门通富做好金BUMP研发生产线建设、技术开发

工作，有利于抢抓市场，为厦门通富的稳定运营保驾护航。

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对关联交易决策权力与程序作了相应的规定，并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

一步规范了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细化了关联交易的日常管理。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具备完整的业

务系统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确系出于业务经营的

需要，关联交易协议按照双方平等、市场经济原则订立，交易定价公平、公允、合理。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独立性，也未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公司2020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的业务行为，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已将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双方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是合理的、必要的，交易按市场方式定价，

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华达集团及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厦门通富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与华达集团及其他关联方、公司与厦门通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

原则进行，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

未超过预计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系公司根据实际生产进度延迟发生或采购所致。

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我们认为公司与华达集团及其他关联方、公司与厦门通富发生

的关联交易确系出于业务经营的需要，关联交易协议按照双方平等、市场经济原则订立，交易定价公平、公

允、合理。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未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4、日常关联交易相关协议。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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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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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所” ）与公司已合作了15年，具有证券、期货业务审计从业资格，能

够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规定，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圆满完成了公司的审计工作。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请致同所为公司2020度

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审计费用共计168.80万元人民币。如审计范围、审计内容变更导致审计费用增加，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石明达先生确定相关审计费用。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1.机构信息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前身是北京市财政局于1981年成立的北京会计师事务所，1998年6

月脱钩改制并与京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2011年经北京市财政局批准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2012年更名为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致同所首席合伙人为徐华，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5层。

致同所已取得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执业证书（证书序号：NO� 019877），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和首批获准从事特大型国有企业审计业务资格， 以及首批取得金融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之

一，首批获得财政部、证监会颁发的内地事务所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资格，并在美国PCAOB注册。致同所

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致同所已购买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5.4亿元，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致同所是致同国际（Grant� Thornton）的中国成员所。

2.人员信息

致同所目前从业人员超过五千人，其中合伙人196名；截至2019年末有1179名注册会计师，从事过证券

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超过800人。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刘均山，注册会计师，2000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至今为逾9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刘均山近三年未受（收）到刑事处罚、行

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刘永学，注册会计师，2008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至今为逾8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刘永学近三年未受（收）到刑事处罚、行

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3.业务信息

致同所2018年度业务收入18.36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13.65亿元，证券业务2.28亿元。上市公司2018年

报审计185家，收费总额2.57亿元，上市公司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

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房地产业，致同所具有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4.执业信息

致同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刘均山（拟签字项目合伙人）从事证券服务业务20年，刘永学（拟签字注册会计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12年，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根据致同所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合伙人范晓红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范晓红从事证券服务业

务17年，负责审计和复核的上市公司超过9家，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5.诚信记录

最近三年，致同所累计受（收）到证券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一份、证券监管部门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七份、

交易所和股转中心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三份，其中行政处罚系山西证监局作出，因太化股份2014年

年报未完整披露贸易收入确认具体方法， 其控股子公司通过实施无商业实质的贸易业务虚增营业收入，致

同所对财务报表审计时未勤勉尽责。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最近三年未受（收）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

律处分。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致同所相关资质、审计工作等相关情况进行了审查，认为致同所具备担任

审计机构的任职条件，具有相应的审计资质、专业知识和履职能力。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2、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宜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致同所自受聘担任本公司审计机构以来，坚持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地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责任和义

务，对公司的财务规范运作、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执行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同意将《关于续聘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

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或提高公司审计工作

的质量，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续聘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3、2020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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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事项尚需提交至股东大会批准。

四、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4、致同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

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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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

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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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在2020年度开展外汇远期结

售汇业务，远期结售汇额度不超过等值1亿美元，12个月累计金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实际交易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适时实施。具体内容公告如

下：

一、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目的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货币汇率变动加大，为锁定当期结售汇成本，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

成果造成的影响，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公司将在2020年与银行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

二、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品种

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只限于从事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结算外币，交易的交割期与

预测的收付款期一致，且交易金额与预测的收付款金额相匹配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本次开展的外汇远

期结售汇业务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规定的运用套期保值会计方法的相关条件。

三、拟投入的资金金额和业务期间

公司拟在2020年度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预计远期结售汇额度不超过等值1亿美元，12个月累计金

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实际交易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适时实施。公司具备《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运用套期保值会计方法的相关条件。

四、外汇远期结售汇的风险分析

1、汇率波动方向与外汇远期汇率报价方向不一致的风险：鉴于经济形势的多变性，存在即期汇率市场

价格出现剧烈变化，若远期结售汇确认书约定的远期结汇汇率低于实时汇率时，将造成汇兑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远期结售汇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

险。

3、客户违约风险：当客户支付能力发生变化不能按时支付时，公司不能按时结汇，造成公司损失。

4、供应商违约风险：由于供应商履行合同可能逾期，与锁汇期限不符，导致公司锁汇损失。

五、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时，如果远期结售汇汇率已远远偏离实际收付时的汇率，公司将会提出要求，与

客户或供应商协商调整价格。

2、公司已制定《远期结售汇内控制度》，对业务审批权限、管理及内部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

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该制度，公司将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3、为防止客户支付违约，影响远期合约的交割，公司高度关注应收账款的变动，及时掌握客户支付能力

信息，加大跟踪催收应收账款力度，尽量将该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4、公司进行外汇远期结售汇基于公司的进口设备采购合同，不超过合同约定的设备价款，将公司可能

面临的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六、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以规避和防范汇率波动风险为目的，具有一定的

必要性；

2．公司已就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并已制定了《远期结售汇内控制度》；

3．我们同意公司在本次董事会审议的额度和期限内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并同意实际交易董事会授

权公司总经理适时实施。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56� � �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2020-030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控制企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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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及下属控制企业2020年与银行签署授信协议、 公司为下属控制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同

意：

为满足公司下属控制企业2020年经营需要，在年度授信额度计划内，公司为公司下属控制企业提供以

下额度的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保函担保、质押或抵押担保、融资租赁担保等。

1、为海耀实业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2亿美元；

2、为南通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

3、为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

4、为TF� AMD� MICROELECTRONICS� (PENANG)� SDN.BHD担保不超过1亿美元；

5、为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8亿人民币。

上述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海耀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8月18日

注册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卫星路578号

法定代表人：石明达

注册资本：100万港币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海耀实业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南通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4月8日

注册地点：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区江达路99号

法定代表人：石明达

注册资本：85,600万元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半导体产品的生产及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南通通富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81.78%，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股18.22%。

3、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月23日

注册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卫星路578号

法定代表人：石磊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00万元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半导体产品的生产及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合肥通富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52%，合肥海恒投资控股集团公司持股10.8%，合肥市产业投资

引导基金有限公司持股10.8%，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26.4%。

4、TF� AMD� Microelectronics� (Penang)� Sdn.� Bhd.

成立日期：1978年8月3日

注册地点：No.� 368-3-1� &� 2� Bellisa� Row� Jalan� Burma� Georgetown� Pulau� Pinang

法定代表人：石磊

注册资本：1,570,000马来西亚林吉特

主营业务：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封装与测试

通富超威槟城为公司的下属控制企业，公司间接持股85%；AMD间接持有通富超威槟城15%股份。

5、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03月26日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88号

法定代表人：石磊

注册资本：13,338万美元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销售集成电路、半导体产品，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和维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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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富超威苏州为公司的下属控制企业，公司间接持股85%；AMD间接持股15%。

海耀实业、南通通富、合肥通富、通富超威槟城、通富超威苏州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海耀实业 南通通富 合肥通富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8,943.11 33,924.90 134,847.04 222,674.99 205,860.34 214,866.37

负债总额

39,621.72 35,042.97 54,394.74 147,349.44 40,557.80 54,989.71

流动负债总

额

39,324.54 34,739.15 47,010.36 101,326.33 36,027.85 50,060.58

净资产

-678.62 -1,118.08 804,52.30 75,325.55 165,302.55 159,876.66

资产负债产

率

101.74% 103.30% 40.34% 66.17% 19.70% 25.59%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65,547.55 116,708.32 34,214.11 42,763.77 31,879.46 40,941.18

利润总额

784.43 1,004.63 -926.66 -6,607.33 -5,915.91 -6,830.33

净利润

784.43 1,004.63 -1,116.70 -5,138.49 -5,880.09 -5,499.10

通富超威槟城 通富超威苏州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37,608.55 190,490.59 209,949.11 262,321.68

负债总额

40,233.93 85,986.88 80,805.07 120,853.01

流动负债总额

40,231.80 84,838.99 79,748.55 119,161.85

净资产

97,374.62 104,503.71 129,144.04 141,468.67

资产负债产率

29.24% 45.14% 38.49% 46.07%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59,813.85 207,956.29 164,833.70 224,985.70

利润总额

12,018.55 5,707.61 11,199.72 13,463.56

净利润

10,936.34 4,050.56 10,632.72 12,324.6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情况，结合海耀实业、南通通富、合肥通富、通富超威槟城、通富超威苏州的实

际需要签署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

四、董事会意见

海耀实业、南通通富、合肥通富、通富超威槟城、通富超威苏州为公司下属控制企业，具备偿还债务的能

力，公司为海耀实业、南通通富、合肥通富、通富超威槟城、通富超威苏州提供担保可以满足其正常经营业务

需要，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的范围内，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2016年1月18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议

案》，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人民币现金1.56亿元对公司下属控制企业南通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通通富” ）进行增资，南通中奥苏通生态园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就该笔投资资金为公司提供全程全额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该担保仍在履行中。

2017年4月13日， 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及下属控制企业2017年与银行签署授信协

议、公司为下属控制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控制企业南通通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亿元人民币，用于国家专项建设基金项目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配套融资及补

充运营资金等。2017年内，公司为南通通富提供最高2亿元的固定资产专项借款担保，担保期限2017年5月3

日至2022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公司为南通通富共计3,039.96万元专项借款提供了担保。

2018年8月28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参股子公司厦门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通富” ）向国家开发银行（以

下简称“国开行” ）申请的13.4亿元授信贷款按照公司10%的股权比例提供担保。根据公司与国开行签订的

担保合同，公司联营企业厦门通富实际向国开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人民币12亿元，贷款期限10年。该笔

授信贷款由公司按照10%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担保范围提供全程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目前，公司为厦门

通富40,000万元借款的10%提供了担保。

2019年4月26日， 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及下属控制企业2019年与银行签署授信协

议、公司为下属控制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控制企业南通通富提供担保不超过30亿元人民

币；同意公司为下属控制企业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通富” ）担保不超过25亿元人民

币；同意公司为下属控制企业TF� AMD� MICROELECTRONICS� (PENANG)� SDN.BHD（以下简称“通富

超威槟城” ）提供担保不超过1亿美元。截至目前，公司为南通通富66,823.06万元借款提供了担保；公司为合

肥通富10,000万元借款提供了担保；公司为通富超威槟城1,000万美元借款提供了担保。

2019年12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控股子公司通润达同步为

下属控制企业通富超威苏州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通富超威苏州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美金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通润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润达” ） 同步为通富超

威苏州提供同等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通润达为通富超威苏州700万美金借款提供了担保。

2020年2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控制企业通富超威苏州

提供担保的议案》，由公司为通富超威苏州向国开行苏州分行申请8,000万人民币及3,500万美元额度的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主要用于疫情期间对通富超威苏州业务的支持。截至目前，公司及为通富超威苏州

8,000万人民币及3,500万美元借款提供了担保。

按照2020年3月27日中国银行外汇汇率(1：7.0587)计算，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担保总额144,168.26万元，占

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23.59%。本次担保计划总额841,761.00万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37.75%。累计计划担保总额985,929.26万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161.34%。公司及下属控制企业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56� � �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2020-031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2019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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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0年4月10日（星期五）15:00-17:00在全景网举

办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石磊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蒋

澍先生、财务总监朱红超先生、公司独立董事刘志耕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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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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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3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2020� 年3月24日

公司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 人，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刘键、于根茂、黄笃学回避了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

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河钢集

团有限公司、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

cn）《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2020-5）。

2、审议通过了《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与河钢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此项议案为关

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刘键、于根茂、黄笃学回避了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

联股东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回避表决。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

cninfo.com.cn）《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与河钢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6）。

3、审议通过了《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2020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财务部门对2020年度资金需求进行预测，2020年度公司计划向有关银行及其他金

融机构申请不超过8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分别是向河钢集团财务公司、工商银行宣化支行、农业银行宣化支行、

交通银行宣化支行等银行和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授信种类包括不限于以下融资品种：贷款、保函、承兑

汇票、信用证等，贷款利率以本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上述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

授信额度为准）有效期为1年，与本次授信融资相关的法律文件，授权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签署。

表决结果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

意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2020-7）。

5、审议通过了《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2020-8）。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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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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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3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2020� 年3月24日

公司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 人，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刘志刚、姚永波、张建明须回避本议案表决。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监事会无法对本议案形成决议，

因此本议案须直接提交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宣工机械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将回避表决该项以议案。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河钢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2020-5）。

2、审议通过了《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与河钢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此项议案为关

联交易事项，根据相关规定，刘志刚、姚永波、张建明须回避本议案表决。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监事会无法对本议

案形成决议，因此本议案须直接提交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宣

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回避表决该项以议案。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河钢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与河钢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6）。

3、审议通过了《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

意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2020-7）。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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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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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

等相关规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对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审议，关联董事刘键、于根茂、

黄笃学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韩精华、魏广民、张志亭、商有光、徐永前、王占明审议并通过该项议案，同时，该议案

还需提交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回避

表决。

2019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265,160.00万元；实际发生金额 204，114.41万元，实际发生关联

交易总金额低于预计总金额23.02%， 主要原因为部分月份铁矿石实际售价低于预计值和M+2结算价格调整机制

等影响。

因日常经营需要，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四联资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联香港）预计与关联人日常

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10,500.00�万元，其中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总额不超过1,500.00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不超过100,000.00万元；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不超过9,000.00万元。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万元）

1-2

月发生金

额（万元）

上年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77.86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32.68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40.54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1,500.00 43.03 614.95

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原材料 市场价

6.03

河北宣龙矿山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12.07

小计

1,500.00 43.03 784.13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材料、配

件，备品备

件

市场价

1,219.47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

司

主机，配

件，备品备

件

市场价

1,570.38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配件，备品

备件

市场价

911.01

唐山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

配件，备品

备件

市场价

150.52

舞阳新宽厚钢板有限责任

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市场价

10.40

河北钢益机械装备技术有

限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市场价

30.32

河北鑫跃焦化有限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市场价

39.92

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限公

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市场价

56.69

张家口宣龙高速线材有限

责任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市场价

3.07

宣化钢铁棒材有限责任公

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市场价

38.58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市场价

182.63

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市场价

600.86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市场价

22.84

唐山钢铁集团高强汽车板

有限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市场价

129.66

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市场价

1.14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市场价

0.88

河钢香港有限公司 铁矿石 市场价

100,000.00 14,434.53 194,133.18

河钢（新加坡）有限公司 铁矿石 市场价

3,492.65

小计

100,000.00 14,434.53 202,594.20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劳务 市场价

9,000.00 1,458.28 736.08

小计

9,000.00 1,458.28 736.08

合计

110,500.00 15,935.84 204,114.41

（三）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

(

万

元

)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

司

原材料

150.00 -100.00 2019-14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

原材料

77.86 100.00 9.93 -22.14 2019-14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

32.68 1,000.00 4.17 -96.73 2019-14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

原材料

40.54 850.00 5.17 -95.23 2019-14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

614.95 100.00 78.42 514.95 2019-14

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原材料

6.03 50.00 0.77 -87.94 2019-14

河北宣龙矿山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原材料

12.07 0.00 1.54

小计

- 784.13 2,250.00 100.00 -65.15 2019-14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材料、设备

1,219.47 350.00 0.60 248.42 2019-14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

限公司

配件，备品

备件

1,570.38 4,715.00 0.78 -66.69 2019-14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配件，备品

备件

911.01 2,250.00 0.45 -59.51 2019-14

唐山不锈钢有限责任

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150.52 350.00 0.07 -56.99 2019-14

舞阳新宽厚钢板有限

责任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10.40 15.00 0.01 -30.67 2019-14

河北钢益机械装备技

术有限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30.32 200.00 0.01 -84.84 2019-14

河北鑫跃焦化有限公

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39.92 130.00 0.02 -69.29 2019-14

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

限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56.69 210 0.03 -73.00 2019-14

张家口宣龙高速线材

有限责任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3.07 150.00 0.00 -97.95 2019-14

宣化钢铁棒材有限责

任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38.58 200.00 0.02 -80.71 2019-14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182.63 430.00 0.09 -57.53 2019-14

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600.86 3,000.00 0.30 -79.97 2019-14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22.84 230.00 0.01 -90.07 2019-14

唐山钢铁集团高强汽

车板有限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129.66 80.00 0.06 62.08 2019-14

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

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1.14 600.00 0.00 -99.81 2019-14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备件

,

设备

维保

0.88 0.00 0.00

河钢香港有限公司 铁矿石

194,133.18 241,000.00 95.82 -19.45 2019-56

河钢（新加坡）有限公

司

铁矿石

3,492.65 9,000.00 1.72 -61.19 2019-56

小计

202,594.20 262,910.00 100.00 -22.94 2019-56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劳务

736.08 0.00 100.00 2019-45

小计

736.08 0.00 100.00 2019-45

合计

204

，

114.41 265,160.00 100.00 -23.02 2019-5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19

年部分月份铁矿石实际售价低于预计值和

M+2

结算价格调整机制等

影响使公司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低于预计总金额

23.02%

。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

2019

年度受部分月份铁矿石实际售价低于预计值和

M+2

结算价

格调整机制等客观因素影响，使公司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低于预计

总金额

23.02%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①基本情况：

关联人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万

元）

业务性质 注册地 与公司关联关系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于根茂

17,590.55

工程机械产品

销售

张家口市宣化

区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于勇

1,061,860.79

钢压延加工 石家庄裕华区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黄永建

200,000.00

钢铁生产销售 石家庄市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限公

司

郭景瑞

1,200,000.00

钢铁生产销售 邯郸市复兴区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谢海深

180,000.00

钢铁生产销售

张家口市宣化

区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邓建军

233,477.00

钢铁生产销售 舞钢市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 刘铁力

48,259.28

钢铁生产销售 唐山市乐亭县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

司

黄笃学

316,600.00

铁矿采选 唐山市路北区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宣化钢铁棒材有限责任公

司

刘胜利

7,712.10

钢材轧制与销

售

宣化区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张家口宣龙高速线材有限

责任公司

刘伍

31,904.20

轧制线材与销

售

张家口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唐山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 刘海春

208,000.00

钢铁生产销售 唐山市古冶区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河北钢益机械装备技术有

限公司

范宝恕

180.00

机械和设备修

理

石家庄市长安

区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河北鑫跃焦化有限公司 周晓

57,330.00

焦炭煤气硫磺

生产

石家庄井陉矿

区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唐山钢铁集团高强汽车板

有限公司

周国平

1,750,00

钢压延加工 唐山市路北区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河钢香港有限公司 王艺绦

15,827.41

贸易代理 香港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王兰玉

553,073.12

钢压延加工 唐山市路北区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河北宣龙矿山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刘占波

2,000

其他建筑安装 宣化区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舞阳新宽厚钢板有限责任

公司

邓建军

160,000.00

钢压延加工 舞钢市

同受河钢集团控制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②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状况及全年盈利情况：单位: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人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履约能力分析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7,099.22 83,334.59 2,331.02 -4,754.96

该关联人为依法存续并

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

体，具有履约能力。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2,116,566.74 657,444.97 1,528,041.02 -3,756.95

同上

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限公司

3,781,742.56 1,497,422.62 2,411,426.18 30,176.37

同上

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340,207.96 954,308.38 2,182,102.99 5,362.57

同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1,075,

176.13

5,946,070.62 12,342,182.03 281,965.70

同上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1,720,539.85 569,610.22 1,301,882.32 5,806.37

同上

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

1,839,675.69 415,531.96 1,568,616.83 44,574.44

同上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3,285,645.72 950,744.62 607,010.41 29,612.66

同上

宣化钢铁棒材有限责任公司

178,386.95 13,691.04 333,747.91 251.83

同上

张家口宣龙高速线材有限责任公司

298,636.12 63,871.40 330,107.88 306.17

同上

唐山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

1,684,543.02 367,562.98 1,024,739.70 12,813.98

同上

承德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

190,161.78 114,452.20 309,797.35 11,957.42

同上

河北钢益机械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11,143.29 903.41 27,990.76 569.57

同上

河北鑫跃焦化有限公司

334,541.25 104,474.20 330,685.61 12,174.62

同上

唐钢青龙炉料有限公司

110,749.04 21,382.14 198,284.31 6,938.84

同上

唐山钢铁集团高强汽车板有限公司

1,277,086.50 814,672.76 703,127.76 1,685.96

同上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557,

261.81

5,037,684.83 7,882,127.17 104,135.36

同上

河北宣龙矿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3,583.50 -3,823.80 2,856.67 -1,991.90

同上

河钢香港有限公司

2,661,511.90 101,958.30 4,803,604.41 12,658.34

同上

舞阳新宽厚钢板有限责任公司

581,313.32 205,621.99 866,237.13 1,916.78

同上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南非资源香港有限公司（简称“南非资源” ）为公司旗下四联资源（香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负责南非

PC公司铁矿石销售业务。交易价格以相应产品铁矿石普氏指数为基础确定，采用信用证方式结算。该交易属于正

常生产经营产生的交易，关联交易定价具有公允性。

2019年底公司出售机械板块主要经营性资产后，由于合同履行、资质认定等后期过渡因素和提供劳务服务的

影响，公司在相关机械产品采购和提供劳务服务方面存在部分关联交易，公司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主机、配件和提供劳务服务遵循

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由交易双方采取参考市场价格定价政策来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2020�年度铁矿石销售业务中，公司关联单位主要采取按月参与南非资源铁矿石竞标的方式，胜出后双

方签订铁矿石采购协议。

公司于2019年10月与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人员服务协议》，向其提供劳务服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铁矿石业务方面，公司交易关联方拥有雄厚的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业务运营实力，关联方积极参

与竞标，并且依照国际通用普氏指数为基础进行公允定价，能够在确保公司利益前提下，为公司铁矿石的销售业

务提供可靠渠道，有利于生产单位稳定执行生产计划，优化各项生产成本，从而在生产和销售两端同时提高盈利

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综上，以上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和具有商业实质的交易资金往来，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进行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真审阅了《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了解了上述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认

为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化原则公允确定，没有违反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

经核查，2019年度受部分月份铁矿石实际售价低于预计值和M+2结算价格调整机制等客观因素影响，使公司

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低于预计总金额23.02%，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较

为全面的反映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关联交易定价合理，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所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

《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923� � � �证券简称：河钢资源 公告编号：2020-8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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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3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公司法》、

《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4月16日下午2:30起。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16日上午9:15－下午3: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对议案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4月10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2020年4月1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2020年与河钢集团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关于向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2020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特别说明：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本次会议上关联股东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议案1和议案2。

三、会议登记方式

1、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现场登记、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方式登记等。

2、登记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河钢集团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3、登记时间：2020年4月13日上午9:00至12:00（信函以收到邮戳日为准）。

4、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本

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出席人应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

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贾斌；

联系电话：0311-66778762；

传真：0311-66508734；

2、会议费用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23；

2、投票简称：“河资投票” ；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总议案 所有议案

100

议案

1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0

议案

2 2020

年与河钢集团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2.00

议案

3

关于向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

2020

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3.00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上述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

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4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16日上午9:15-下午3：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被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分别对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1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

2 2020

年与河钢集团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3

关于向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

2020

年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书有效期限： 天

注：1、委托人只能在“同意” 、“反对” 或“弃权” 任意一栏内打“√” ，其余两栏打“×” ，多选或不选视为无

效委托。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3、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委托日期：2020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