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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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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14 日，
会议应发出表决票 11 份，实际发出表决票 11 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 11 份，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

该预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田永忠先生、姚志华先生、吴国红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田永忠先生、姚志华先生、吴国红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申请

破产清算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四、 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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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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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14 日，
会议应发出表决票 5 份，实际发出表决票 5 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 5 份，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

该预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租赁业务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该预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申请破

产清算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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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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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概述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定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定云铜）自 2009 年停建至今未实际开展过经营业务，目前已资不抵债且已无继
续投资建设经营的计划和条件。 云南铜业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议案》，同意保定云铜按照法定程序向法院申请破产清
算，并办理注销登记。

二、保定云铜基本情况
（一）保定云铜概况
企业名称：保定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11 月
法定代表人：代光辉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安新县老河头镇西地村
经营范围：保定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项目筹建。
目前，保定云铜的股东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100 %
合计 3,000.00 100%
（二）保定云铜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0 年
11 月 30 日/
2020 年 11 月

150.50 253.68 -103.18 0 1.21 0.91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度

149.29 253.38 -104.09 0 1.57 1.18

注：2019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天职业字
【2020】11068 号审计报告。 2020 年 11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三、申请破产清算的原因
（一）保定云铜资不抵债，不具备股东解散清算的条件。
截止 2020 年 11 月末，保定云铜账面净资产为 -103.18 万元，已经资不抵债。
（二）保定云铜无恢复生产的可能性。
保定云铜自 2009 年停建至今未实际开展过经营业务， 该公司目前已无继续投资建设经营

的计划和条件。
四、事件影响及董事会意见
保定云铜自 2009 年停建至今未实际开展过经营业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进一步

减少损失，维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由保定云铜作为债务人向当地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本次
破产清算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预计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破产清算进程和结果，依据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并根据后续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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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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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内容
因实际经营业务需要，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子公司于 2021 年度分

别与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家关联方在办公用房租赁、机器设备租赁、土地租赁等方面
发生关联交易。

2021 年度交易情况具体见下表：
单位：元

交 易 类
型

序
号 公司名称 关联方单位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21 年关联交易额（不

含税）

向 关 联
方租出

1 玉溪矿业有限公司 云南弥玉 高速公 路 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给关联人 市场价 787,444.33

2 玉溪矿业有限公司 玉溪晨兴 矿冶科 技 开
发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给关联人 市场价 564,440.84

3 富民薪冶工贸有限
公司

云南铜业 科技发 展 股
份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给关联人 市场价 366,972.48

4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云铜 锌业股 份 有
限公司 租赁设备给关联人 市场价 200,000.00

5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云铜 锌业股 份 有
限公司 租赁线路给关联人 市场价 150,000.00

6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

谦比希铜 冶炼有 限 公
司 租赁房屋给关联人 市场价 98,702.40

小计 2,167,560.05

向 关 联
方租入

1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铜业 房地产 开 发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市场价 19,030,000.00

2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铜业 （集团 ）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租赁土地 市场价 16,035,550.46

3 中铜国际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中铝（上海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市场价 18,167,900.12

4 中铜国际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云南铜业 房地产 开 发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市场价 2,858,987.21

5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铜业 房地产 开 发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租赁设备 市场价 360,000.00

小计 56,452,437.79
合计 58,619,997.84

（二）关联关系描述
富民薪冶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民薪冶）、玉溪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矿业）、中

铜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铜国贸）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锌业）、云南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科技）、云南铜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地产）、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谦比希公司）为
本公司控股股东云铜集团的下属子公司或重要参股公司；玉溪晨兴矿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晨兴矿冶）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中铝（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上海）、云南弥玉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弥玉投资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各交易方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与上
述各关联方发生的租赁业务构成关联交易。

（三）有关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租赁业务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田永忠先生、姚志华先生、吴国红先生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其余有表决权

的八名董事全票通过同 意该议案。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见本公告第八项）。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交易金额为 5,862.00 万元， 未达到云南铜业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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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
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云南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二环西路 625 号
3．法定代表人：王运正
4．注册资本：9,22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金属与非金属新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 ;新材料、新产品、工艺设备的

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及对外安装调试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房屋租赁 ;货物与技术
进出口业务;物业服务;节能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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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云铜科技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本
公司受同一控制方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云铜科技为本公司的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7．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云南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总资产 16,150.47 万元，净资产 14,906.13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6,533.21 万元，利润
总额 247.96 万元，净利润 236.33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诚信履
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大普吉(昆明市五华区王家桥原云南冶炼厂内)
3．法定代表人：黄云东
4．注册资本：69,706.5652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锌等有色金属 ,稀贵金属及深加工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及综

合回收利用 (不含管理商品 );食品添加剂生产 ;液氧、氧气、氮气、氩气等气体产品的生产、经营
(凭许可证经营);硫酸,硫酸铜,硫酸锌,无汞锌粉,纳米锌粉,无氟、无氯锌粉等化工产品以及工艺
美术品、选矿药剂等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 ;矿产品 (不含管理商品 ),医用氧、锌电
解阴阳极板制造 ;冶金设备维修安装、机械加工制造 ;冷作铆焊制作、锻造加工及热处理 ,混合
气、液氮、液氩、高纯氮、高纯氩、高纯氦的销售;货物与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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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云铜锌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本
公司受同一控制方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云铜锌业公司为本公司
的关联方，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7． 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云铜锌业总资产
165,378.05 万元，净资产 108,967.35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177,539.14 万元，利润总额
14,629.64 万元，净利润 14,008.55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诚信履
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赞比亚基特韦市

3．法定代表人：陶星虎
4．注册资本：2000 美元
5．经营范围：粗铜、铜钴合金、硫酸的生产进出口及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业务。
6．关联关系：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重要

参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7、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谦比希公司总资产 88,087.57 万美元，净资产 62,139.65 万美

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83,120.26 万美元，利润总额 8,922.20 万美元，净利润 7,233.80 万
美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的财务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
合同约定，产品质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云南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 1 号
3．法定代表人：张旭东
4．注册资本：280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及销售代理(涉及专项审批的凭许可证开展经营)
6．关联关系：云铜地产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本

公司受同一控制方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云铜地产为本公司的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7．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云铜地产总资产 252,299.12 万元，净资产 39,432.94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21,798.58 万元，利润总额 1,515.15 万元，净利润 1,515.15 万元（以上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诚信履
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111 号
3．法定代表人：高行芳
4．注册资本：196,078.4314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有色金属、贵金属的生产、销售、加工及开发高科技产品、有色金属、贵金属

的地质勘察设计、施工、科研、机械动力设备的制作、销售、化工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建筑安
装、工程施工(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证的按成员单位的资质证开展业务)。 本企业自产的有
色金属及其矿产品、制成品、化工产品、大理石制品,本企业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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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经
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三来一补”业务,境外期货业务(凭许可证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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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云铜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云铜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7．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5,955,862.91 万元，净资产
1,899,307.46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8,932,994.67 万元，利润总额 160,791.24 万元，净利
润 129,096.28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诚信履
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中铝（上海）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地址：浦东新区高科西路 551 号 A328 室
3．法定代表人：赵晋华
4．注册资本：96,83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国内贸易 (除专项审批 ),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项目工程管理 ,建筑

业,金属材料及相关产品的销售,货运代理,仓储(除危险品),商务咨询(除经纪),资产管理,实业投
资,物业管理,会展服务,金融科技信息及技术服务,自有设备租赁(不得从事融资租赁),计算机专
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餐饮企业管理 (除食品生产经营 ),停
车场(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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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中铝上海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
方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中铝上海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7． 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中铝上海总资产 180,599.30 万元， 净资产 103,043.63 万元，
2020 年 1-11 月营业总收入 41,651.29 万元，利润总额 2,422.53 万元，净利润 1,871.72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诚信履
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七）云南弥玉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2．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宁州街道办环城南路盛世林湖
3．法定代表人：杨峰
4．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公司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 ;项目沿线规定区域内的服务设施和广告业

务等经营;公路沿线设施开发,机械设备租赁;故障清理、事故拖车 ;车辆维修、洗车 ;仓储服务 (不
含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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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云南弥玉投资为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企业，与本公司受同一最
终控制方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云南弥玉投资公司为本公司的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7．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云南弥玉投资总资产 699,673.61 万元，净资产 420,063.83 万
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 0 万元， 净利润 0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诚信履
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八）玉溪晨兴矿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2．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南祥路 16 号
3．法定代表人：段林坚
4．注册资本：43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矿业工艺技术与产品研究,岩矿及环保样品化验,矿业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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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玉溪晨兴矿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兴矿冶）为本公司的参股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晨兴矿冶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7．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玉溪晨兴矿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 1,298.47 万元，净资
产 981.21 万元，2020 年 1-10 月营业收入 1,042.63 万元，利润总额 67.3 万元，净利润 63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诚信履
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因日常生产经营及办公需要， 在办

公用房租赁、机器设备租赁、土地租赁等方面发生的关联交易。
四、 关联交易协议的定价政策
公司关联租赁均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房屋、线路设备和土地租赁均用于日常生

产和办公使用。 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要依据合同签订时市场价格，并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
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租赁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公司利
益的行为。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1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一）向关联方租出
1.玉溪矿业与云南弥玉投资公司房屋租赁事项
玉溪矿业将位于玉溪市红塔区玉河路玉矿大厦第 19 层整层和 20 层 2 间， 建筑面积合计

1,550.19 平方米的房屋租赁给云南弥玉投资公司用于办公使用，2021 年租赁费用（含物管费、
车位费）预计为 787,444.33 元（不含税），租金为一年一付。

2.玉溪矿业与晨兴矿冶房屋租赁事项
玉溪矿业将位于玉溪市高新区南祥路 16 号选冶楼二楼及化验楼整幢，建筑面积 16,710.10

平方米，出租给晨兴矿冶办公使用，2021 年租赁费用约为 564,440.84 元，于合同签署后 5 日内
一次性收取。

3.富民薪冶与云铜科技房屋租赁事项
富民薪冶将自有厂房一幢，建筑面积 858.45 平方米，出租给云铜科技生产经营使用，2021

年租赁费用约为 366,972.48 元（不含税），租金每半年度收取一次；
4.本公司与云铜锌业设备租赁事项
本公司下属西南铜业分公司将部分设备（2 台 16000KVA 的主变、7 台 6KV 开关柜及相应

综保系统）出租给云铜锌业生产使用，使用费按年度支付，2021 年租赁费用为 200,000 元（不含
税）；

5.本公司与云铜锌业线路租赁事项
本公司下属西南铜业分公司将 35KV 铜厂ⅠⅡ回线路出租给云铜锌业生产使用，租赁费按

年度支付，2021 年租赁费用为 150,000 元（不含税）；
6.本公司与谦比希公司房屋租赁事项
本公司将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 1 号中铜大厦 3125 办公室 1 间，建筑面积合计 29.9 平方米

的房屋租赁给谦比希公司用于办公使用，2021 年租赁费用 （含物管费 、 车位费） 预计为
98,702.40 元（不含税），租金为一年一付，实际支付费用在预计额度内按最终签署的合同约定
支付。

（二）向关联方租入
1.本公司向云铜地产租赁写字楼事项
本公司因办公需要，拟向云铜地产租赁中铜大厦办公楼约 5 层，租用建筑面积约为 11,000

平方米，楼层租金按市场价格确定，2021 年写字楼租金使用费用、办公家具及信息化设备租赁
费等预计为 19,030,000.00 元（不含税），实际支付费用在预计额度内按最终签署的合同约定支
付。

2.本公司向云铜集团租赁土地事项
本公司西南铜业分公司拟向云铜集团继续租赁昆明市王家桥厂区的部分土地（638,843.19

平方米）用于生产经营使用，2021 年土地租赁费为 16,035,550.46 元（不含税），费用按合同约定
按年度支付。

3.中铜国贸向中铝上海租赁房屋事项
中铜国贸拟向中铝上海有限公司租赁其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清北路 53 号中铝大厦南楼

两层办公楼（单层建筑面积 2029.73 平方米）作为办公使用，楼层租金按市场价格确定，2021 年
租金预计 18,167,900.12 元（不含税），实际支付费用在预计额度内按最终签署的合同约定支付。

4.中铜国贸向云铜地产租赁写字楼事项
中铜国贸拟向云铜地产租赁中铜大厦办公楼，租用建筑面积约为 3,000 平方米，楼层租金

按市场价格确定，2021 年写字楼租金使用费预计为 2,858,987.21 元（不含税），实际支付费用在
预计额度内按最终签署的合同约定支付。

5.本公司向云铜地产租赁设备事项
本公司因办公需要，拟向云铜地产租赁中铜大厦楼内全景会议系统设备。 租赁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租赁费预计为 360,000.00 元（不含税），实际支付费用
在预计额度内按合同最终约定费用支付。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向关联方出租房屋、 设备及线路的关联交易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及效

益，降低运营成本；向关联方租赁房屋、土地、设备等，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
于减少重复投资、降低成本。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定价
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2020 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各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一）与关联人云南弥玉投资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万元；
（二）与关联人晨兴矿冶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为：接受劳务 983.81 万元，出租收入

52.93 万元；
（三）与关联人云铜科技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为：出租收入 33.64 万元，销售产品、商

品 1,020.49 万元，销售燃料和动力 47.97 万元；
（四）与关联人云铜锌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为：
出租收入 30.97 万元，销售产品、商品 543.81 万元，销售燃料和动力 3,570.21 万元；
（五） 与关联人谦比希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为： 采购原材料及商品 142,560.00

万元，提供劳务 481.67 万元，
（五）与关联人云铜地产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为：租入费用 1,169.02 万元；
（六） 与关联人云铜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为： 采购原材料、 商品 178,024.68 万

元，租入费用 1,603.56 万元，销售产品、商品 205,952.42 万元；
（七）与关联人中铝上海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为：租入费用 682.92 万元。
上述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在公司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并已提交公司 2019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八
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9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 2020 年内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已提交公司 2020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尹晓冰先生、和国忠先生、于定明先生和王勇先生事前

认可该项关联交易预计，认为：
1.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办公用房租赁、机器设备租赁、土地租赁等关联交易，是为

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及效益、减少重复投资，降低公
司运营成本。

2.该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的作用。 公司与
各关联方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业务往来，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表决。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 2021 年关联租赁交易事项是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依法经过董事会审议表决，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的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云南铜业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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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以及云南铜业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 相关交易事项遵循依法合规、 平等自
愿、互利互惠的原则，定价公允，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保
荐机构对云南铜业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四）《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租赁业务暨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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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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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预计全年主要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采购货物、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以及公
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本次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接受劳务金额为 2,628,475.63 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含燃料及动力）及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金额为 2,645,684.78 万元；2020 年 1-11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商品及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金额为 1,605,694.92 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含
燃料及动力）及向关联人提供劳务金额为 1,637,321.84 万元。

2、相关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 2020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田永忠先生、姚志华先生和吴国红回避表决，其他非关
联董事书面投票表决一致同意该预案。

此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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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1 月

或预计金额 交易额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及商品

中铜（昆明 ）铜业有限公司 采购铜线材 市场价 10,165,623,893.81 6,898,410,483.35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 采购阳极铜 市场价 5,071,402,726.85 3,135,209,198.64
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采购阳极铜 市场价 4,250,400,000.00 1,425,600,096.69
香港鑫晟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粗铜 /阳极铜 市场价 1,806,420,000.00 1,190,092,001.90

MINERA CHINALCO PERU
S.A. 采购铜精矿 市场价 1,480,000,000.00 470,967,365.04

云南铜业 （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阳极铜 市场价 1,217,860,130.82 1,780,246,831.09
中矿（宁德 ）有限公司 采购铜精矿 市场价 800,000,000.00 -1,600,577.18
云南思茅山水铜业有限公
司 采购铜精矿 市场价 569,818,893.00 562,747,235.84

九龙县雅砻江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采购铜精矿 市场价 60,278,322.92 60,655,273.78

中铝国贸香港有限公司 采购阴极铜 市场价 57,960,000.00 0.00
中油中铝 （大连 ）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采购成品油 市场价 26,284,433.95 18,973,003.89

四川里伍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 购买铜精矿 市场价 20,278,452.79 18,872,929.97

河南华顺天成科技有限公
司

水质稳定剂 、杀菌
灭 藻剂等 化工 药
剂

市场价 600,000.00 1,997,079.61

昆明云铜电工器材有限公
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 489,126.00 67,243.54

中铝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采购原材 料 及 商
品 市场价 149,549,067.32 78,444,602.53

小计 25,676,965,047.46 15,640,682,768.69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 销售阴极铜 市场价 7,339,823,008.85 7,309,789,505.46
中铜华中铜业有限公司 销售阴极铜 市场价 5,545,726,230.09 1,166,823,817.75
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铜精矿 市场价 5,364,370,949.28 3,475,321,979.18
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 销售阴极铜 市场价 3,224,922,300.88 1,791,634,843.29
云南铜业 （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阴极铜 市场价 3,182,300,884.96 2,059,524,225.02
中矿（宁德 ）有限公司 销售铜精矿 市场价 800,000,000.00 0.00
中铜（昆明 ）铜业有限公司 销售阴极铜 市场价 513,274,336.28 109,450.16
中铝国贸香港有限公司 销售阴极铜 市场价 208,656,000.00 393,174,436.81
娄底中禹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白银 市场价 26,991,150.44 0.00
中铝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销售产品及商品 市场价 117,369,911.49 82,587,692.62
小计 26,323,434,772.27 16,278,965,950.29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中铝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工程建设 、技术服

务等 市场价 69,068,433.96 57,570,901.12

小计 69,068,433.96 57,570,901.12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 市场价 254,928,697.01 33,001,127.20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技术咨询 、工程设
计 、 工程建设 、承
包

市场价 83,962,110.00 149,447,104.4

云南科力环保股份公司
环保项目 技 术 咨
询 、 工程设计 、工
程承包

市场价 46,694,900.00 0.00

玉溪晨兴矿冶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设备设施检修 市场价 12,210,862.81 9,838,149.57

中铝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技术咨询 、工程设
计 、 工程建设 、承
包 、物 业 、餐饮 服
务等

市场价 209,994,695.81 223,980,077.8

小计 607,791,265.63 416,266,459.01

向关联人
销售燃料
和动力

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
司 销售水电 、气体 市场价 63,360,000.00 35,702,050.77

中铝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销售水电等 市场价 984,626.00 979,538.27
小计 64,344,626.00 36,681,589.04

合计 52,741,604,145.32 32,430,167,668.15
注：1、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第三十

九条“上市公司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在适用关于实际执行超出预计金额的规定时，以同
一控制下的各个关联人与上市公司实际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与对应的预计总金额进
行比较。 非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不合并计算”之规定，中国铝
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最终控制人， 因此与上述受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同一控制范围内
的企业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及下属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关联交易类别内部调剂使
用相关关联交易额度，具体交易金额及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2、 因公司关联法人数量众多， 根据深交所第 24 号《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格
式》，公司预计与中铝集团及其下属的单一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其与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并至中铝集团及其所属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列示。

3、2020 年 1-11 月交易额等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阴极铜产能目前达 130 万吨，预计 2021 年公司阴极铜产量与 2020 年持平，但受原料

价格上涨影响，公司原料采购和销售金额相应增加，同时所属子公司中国铜业贸易集团有限公
司拓展业务范围，为充分发挥系统内企业的生产以及资源等优势，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有所增加。

（三）2020 年 1-11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
容 2020 年获批额度 2020 年 1-11 月

实际发生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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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及
商品

中铜 （昆明 ）铜业有限公
司

采购线材 产
品及其他材
料

8,807,746,814.16 6,898,410,483.35 9.48% 21.68%

详见 公 司 于
巨潮 资 讯 网
披 露 的 《关
于 2019 年日
常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 公
告 》 （公 告编
号 ：2019 -
103）、 《 关 于
2020 年追 加
日常 关 联 交
易 预计 的 公
告》、（公告编
号 ：2020 -
055）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 阳极铜 4,109,249,670.57 3,135,209,198.64 4.31% 23.70%

香港鑫晟贸易有限公司 粗铜 、 阳极
铜 2,676,960,000.00 1,190,092,001.90 1.64% 55.54%

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粗铜 、 阳极
铜 2,265,120,000.00 1,425,600,096.69 1.96% 37.06%

云南铜业 （集团 ）有限公
司 阳极铜 2,212,672,899.55 1,780,246,831.09 2.45% 19.54%

MINERA CHINALCO
PERU S.A. 铜精矿采购 1,296,000,000.00 470,967,365.04 0.65% 63.66%

中矿（宁德 ）有限公司 铜精矿 600,000,000.00 -1,600,577.18 0.00% 100.27%
云南思茅山水铜业有限
公司 铜精矿采购 702,325,958.13 562,747,235.84 0.77% 19.87%

九龙县雅砻江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铜精矿采购 60,543,572.30 60,655,273.78 0.08% -0.18%

中铝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钢球、衬板 65,224,370.12 35,158,807.77 0.05% 46.10%
中油中铝 （大连 ）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汽油、柴油 44,377,924.78 18,973,003.89 0.03% 57.25%

四川里伍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铜精矿 20,304,680.51 18,872,929.97 0.03% 7.05%

昆明云铜电工器材有限
公司

购买劳保 用
品及材料 610,000.00 67,243.54 0.00% 88.98%

中铝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大宗物资 采
购 113,875,925.75 45,282,874.37 0.06% 60.23%

小计 22,975,011,815.87 15,640,682,768.69 21.50% 31.92%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
品 、
商品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 销售阴极铜 7,389,380,530.97 7,309,789,505.46 9.33% 1.08%

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 售 铜 精
矿 、 耐磨材
料 、 劳保 工
装

5,474,204,938.46 3,475,321,979.18 4.44% 36.51%

中铝华中铜业有限公司
销 售 阴 极
铜 、 锌 、 锡 、
镍 、白银

2,527,176,460.18 1,166,823,817.75 1.49% 53.83%

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
司

销 售 阴 极
铜 、 锌 、 锡 、
镍 、 白 银 、
铝 、铅

2,279,136,637.17 1,791,634,843.29 2.29% 21.39%

云南铜业 （集团 ）有限公
司 销售阴极铜 1,702,654,867.26 2,059,524,225.02 2.63% -20.96%

云南铜业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粗硒 烟
尘 、 劳保 工
装销售

40,222,255.82 10,204,912.68 0.01% 74.63%

云南思茅山水铜业有限
公司

销售耐磨 材
料 16,769,900.00 345.13 0.00% 100.00%

中矿（宁德 ）有限公司 销售铜精矿 622,080,000.00 0.00 0.00% 100.00%
中铝国贸香港有限公司 阴极铜产品 557,634,000.00 0.00 0.00% 100.00%

中铜 （昆明 ）铜业有限公
司

销 售 阴 极
铜 、紫杂铜 、
劳保工装

201,796,415.93 0.00 0.00% 100.00%

昆明云铜电工器材有限
公司 销售白银 1,991,150.44 414,710.27 0.00% 79.17%

中铝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大宗物资 销
售 121,846,212.20 465,251,611.51 0.59% -

281.84%
小计 20,934,813,368.43 16,278,965,950.29 20.78% 22.24%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青海鸿鑫矿业有限公司 工程款 37,346,318.21 24,155,694.49 0.03% 35.32%
云南思茅山水铜业有限
公司 工程款 6,500,000.00 5,100,012.35 0.01% 21.54%

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费 4,640,300.00 4,816,730.11 0.01% -3.80%
卢阿拉巴铜冶炼股份有
限公司 技术服务费 46,000.00 0.00 0.00% 100.00%

中铝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工 程 款 、 技
术服务费 46,431,000.00 23,498,464.17 0.03% 49.39%

小计 94,963,618.21 57,570,901.12 0.07% 39.38%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技 术 咨 询 、
工 程 设 计 、
工 程 建 设 、
承包

205,756,915.68 149,447,104.42 0.21% 27.37%

中铝环保节能集团有限
公司

环保项目 咨
询 、勘察 、设
计 ， 工 程承
包与建设

154,150,000.00 4,163,812.67 0.01% 97.3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
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技术咨询 及
服务 、 勘 查
设计 、 工程
建设 、承包

137,420,370.56 43,161,498.01 0.06% 68.59%

中铝国际 （天津 ）建设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 57,600,000.00 28,445,148.76 0.04% 50.62%

重庆西南铝运输有限公
司 运输服务 48,000,000.00 35,907,345.23 0.05% 25.19%

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 41,280,000.00 33,001,127.20 0.05% 20.06%

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
公司

修 理 费 用 、
工 程 费 用 ，
设备设施维
修

37,390,500.00 23,220,198.85 0.03% 37.90%

玉溪晨兴矿冶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检验检测费 14,641,700.00 9,838,149.57 0.01% 32.81%

中铝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工 程 费 用 、
设 计 与 咨
询 、 物业 费
等

177,076,095.86 89,082,074.30 0.12% 49.69%

小计 873,315,582.10 416,266,459.01 0.57% 52.33%
向关
联人
销售
燃料
和动
力

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水电 60,000,000.00 35,702,050.77 0.05% 40.50%

中铝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销售水电 1,819,400.00 979,538.27 0.00% 46.16%

小计 61,819,400.00 36,681,589.04 0.05% 40.66%

总计 44,939,923,784.61 32,430,167,668.15 - 27.84%
注： 2020 年 1-11 月实际发生交易额等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111 号
3、法定代表人：高行芳
4、注册资本：196,078.4314 万元
5、经营范围：有色金属、贵金属的生产、销售、加工及开发高科技产品、有色金属、贵金属的

地质勘察设计、施工、科研、机械动力设备的制作、销售、化工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建筑安装、
工程施工(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证的按成员单位的资质证开展业务)。本企业自产的有色金
属及其矿产品、制成品、化工产品、大理石制品,本企业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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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经营本
企业的进料加工“三来一补”业务 ,境外期货业务 (凭许可证开展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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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母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5,955,862.91 万元，净资产
1,899,307.46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8,932,994.67 万元，利润总额 160,791.24 万元，净利
润 129,096.28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的财务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
合同约定，产品质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中铜（昆明）铜业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七甸工业园区小哨箐片区
3、法定代表人：曹旗文
4、注册资本：107,386 万元
5、经营范围：铜、镍及其合金铸造、加工产品、销售、检验、研发、推广及咨询服务 ;机电设备

制造、设计、安装、检验 ;废旧金属收购 ;理化检验 ;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原辅料、机电设备、仪器仪
表、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物流运输;工业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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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中铜（昆明）铜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铜（昆明）铜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71,046.64 万元，净资产 -7,
640.36 万元 ，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714,802.18 万元 ， 利润总额 2,681.12 万元 ， 净利润
2,681.12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产品质
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赞比亚基特韦市
3、法定代表人：陶星虎
4、注册资本：2000 美元
5、经营范围：粗铜、铜钴合金、硫酸的生产进出口及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业务。
6、关联关系：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母公司的重要参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 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 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总资产 88,087.57 万美元， 净资产

62,139.65 万美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83,120.26 万美元，利润总额 8,922.20 万美元，净利
润 7,233.80 万美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的财务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

合同约定，产品质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MINERA� CHINALCO� PERU� S.A.
1.�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秘鲁
3、法定代表人：栾书伟
4、注册资本：74,850.029（万美元）
5、经营范围：秘鲁 Toromocho 项目的开发和销售
6、关联关系：MINERA� CHINALCO� PERU� S.A.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MINERA� CHINALCO� PERU� S.A.总资产 3,766,858.18 万元，

净资产 668,915.87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689,567.82 万元， 利润总额 119,091.42 万元，
净利润 87,697.70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的财务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
合同约定，产品质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中矿（宁德）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2、注册地址：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74 号蕉城地产综合楼 9 层 903 室
3、法定代表人：高立东
4、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5、经营范围：矿产品 (不含铁矿石、氧化铝、铝土矿 )、化学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 )进出口及相

关配套业务 ;矿产品仓储 ;蔬菜种植 ;航空、航天、汽车、摩托车轻量化 ;环保型新材料研发及制
造。 (以上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生产经营不含国家限制及禁
止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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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中矿（宁德）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矿 (宁德）有限公司总资产 6,067.97 万元，净资产 3,780.91 万
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160.06 万元，利润总额 136.75 万元，净利润 99.72 万元。（以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产品质
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云南思茅山水铜业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2、注册地址：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思茅港镇大平掌铜矿
3、法定代表人：李连鑫
4、注册资本：4,946.80 万美元
5、经营范围：在许可范围内从事铜矿及共生和伴生的其它贵金属包括金、银、铅、锌和其它

相关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和加工,并销售本企业的自产产品。
6、关联关系：云南思茅山水铜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的合营企业，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云南思茅山水铜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188,548.81 万元，净资产

105,101.44 万元 ，2020 年 1-11 月收入 101,815.29 万元 ， 利润总额 14,714.55 万元 ， 净利润
11,035.9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的财务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
合同约定，产品质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七）中油中铝（大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何屯村(原何屯小学)
3、法定代表人：高亮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成品油批发（限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经

营，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住宿服务，出版物零售，燃气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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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润滑油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无船承运
业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仪器仪表销售，电线、电缆经营，五金产品批发，阀门和旋塞销售，办
公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建筑材料销售，日用品销售，针
纺织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家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第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票务代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软件开发，广告设计、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中油中铝（大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最终控制方投资的合营企业，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油中铝（大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 11,565.18 万元，净
资产 3,474.29 万元，营业收入 102,164.41 万元，利润总额 -149.39 万元，净利润 -184.30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产品质
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八）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2、注册地址：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绿水镇矿部片区
3、法定代表人：王世宇
4、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5、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 :铜矿、共伴生矿的采矿 ;硫酸、氧、氮生产 ; (以上项目及期限以

许可证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
经营 ):铜矿、共伴生矿的选矿 ;矿业开发技术服务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商品批发与零售 ;
专用设备制造;进出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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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 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 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302,942.30 万元， 净资产
143,117.82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529,471.93 万元， 利润总额 14,988.54 万元， 净利润
11,844.02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产品质
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九）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地址：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50 号
3、法定代表人：曹钦润
4、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
5、经营范围：铜、镍、钛、铝、镁及其合金铸造、加工、销售 ;不锈钢加工、销售 ;铜、铝制品、铜

冶炼副产品、仪器仪表、金属工艺品的生产、销售 ;机电设备的制造、安装、检修、理化检验 ;以上
金属制品的科研与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从事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贵金属经营(不含保险、信贷、黄金等金融产品的交易场所经营)。 (涉及许可经
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6、关联关系：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铝洛阳铜加工总资产 264,836.89 万元，净资产 91,282.97 万
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343,142.19 万元， 利润总额 -3,374.06 万元， 净利润 -3,374.06 万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产品质
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木莲东路 299 号
3、法定代表人：廖江南
4、注册资本：70,883.82 万元
5、经营范围：从事冶金行业、煤炭行业、建筑行业、市政行业、机械行业、商物粮行业、建材

行业、电力行业、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环境工程资质范围内的咨询、设计及工程总承包 ;上述工
程项目的科学研究及设备、材料的销售;岩土工程、工程测量、固体矿产勘查资质范围内的工程
勘察 ;城乡规划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程造价咨询 ;压力容器设计、压力管道设计 ;承
担资质范围内的国(境)外工程的勘察、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及上述工程项目所需的设备、材料
出口;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
务人员;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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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资产 261,319.71 万元，净
资产 102,918.09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103,640.46 万元，利润总额 1,966.24 万元，净利
润 1,383.55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的财务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
合同约定，产品质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一）玉溪晨兴矿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2、注册地址：玉溪市高新区南祥路 16 号
3、法定代表人：段林坚
4、注册资本：430 万元
5、经营范围：矿业工艺技术与产品研究，岩矿及环保样品化验，矿业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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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玉溪晨兴矿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玉溪晨兴矿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 1,298.47 万元，净资

产 981.21 万元，2020 年 1-10 月营业收入 1,042.63 万元，利润总额 67.3 万元，净利润 63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产品质
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二）云南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二环西路 625 号
3、法定代表人：王运正
4、注册资本：9,220 万元
5、经营范围：金属与非金属新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 ;新材料、新产品、工艺设备的

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及对外安装调试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房屋租赁 ;货物与技术
进出口业务;物业服务;节能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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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云南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云南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16,150.47 万元，净资产
14,906.13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6,533.21 万元，利润总额 247.96 万元，净利润 236.33 万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产品质
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三）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大普吉（昆明市五华区王家桥原云南冶炼厂内）
3、法定代表人：黄云东
4、注册资本：69,706.5652 万元
5、经营范围：锌等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及深加工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及综合

回收利用(不含管理商品);食品添加剂生产 ;液氧、氧气、氮气、氩气等气体产品的生产、经营 (凭
许可证经营);硫酸,硫酸铜,硫酸锌 ,无汞锌粉 ,纳米锌粉 ,无氟、无氯锌粉等化工产品以及工艺美
术品、选矿药剂等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 ;矿产品 (不含管理商品 ),医用氧、锌电解
阴阳极板制造 ;冶金设备维修安装、机械加工制造 ;冷作铆焊制作、锻造加工及热处理 ,混合气、
液氮、液氩、高纯氮、高纯氩、高纯氦的销售;货物与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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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165,378.05 万元，净资产
108,967.35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177,539.14 万元， 利润总额 14,629.64 万元， 净利润
14,008.55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的财务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
合同约定，产品质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四）中铝华中铜业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2、注册地址：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陆家铺
3、法定代表人：陈琳
4、注册资本：179,347.11 万元
5、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铜及铜合金高精度板带材及冷轧带坯 ;本公司生产所需的机器设

备、公司产品、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有色金属矿产品及废旧料的采购和销售 ;仓储服务及与
经营范围相关的技术服务。

6、关联关系：中铝华中铜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 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中铝华中铜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253,035.15 万元， 净资产
30,104.46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352,663.81 万元， 利润总额 -10,915.95 万元， 净利润
-10,916.90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产品质
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五）青海鸿鑫矿业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格尔木市滨河新区县圃路东侧、宁海路北侧(格尔木市广达滨河新城
3、法定代表人：赵溪
4、注册资本：37,358.03 万元
5、经营范围：矿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开发、销售。 矿产项目投资。 青海省格尔木市

牛苦头矿区 M1 磁异常多金属矿铅矿、锌、铜露天开采(凭许可证经营)。 青海省格尔木市牛苦头
矿区 M4 磁异常区铁多金属矿勘探(凭许可证经营)。 青海省格尔木市牛苦头矿区 M2、M3、M5、
M6 磁异常区铁多金属矿普查(凭许可证经营)。 有色金属采矿技术、选矿技术咨询服务 (不含中
介服务)。 矿山资源勘查技术、测量技术、采矿技术、选矿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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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关联关系：青海鸿鑫矿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 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 青海鸿鑫矿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87,658.93 万元 ， 净资产
54,405.45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36,405.82 万元， 利润总额 9,527.25 万元， 净利润
8,098.16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的财务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
合同约定，产品质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六）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2 号 1219 号
3、法定代表人：曾庆猛
4、注册资本：96,429.116814 万元
5、经营范围：承办海运、空运、陆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

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
务；仓储服务（不在北京设立仓储或物流基地）；货物打包服务；销售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五
金交电、建筑材料、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
化学品）；出租商业用房；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乘用车）；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交通运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运输代理服务；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8 月 27 日）；国际船舶
运输；国际道路运输；无船承运。（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无船承运、
国际船舶运输、国际道路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关联关系：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 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303,848.31 万元， 净资产
141,627.11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698,853.63 万元， 利润总额 14,854.06 万元， 净利润
12,283.26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的财务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
合同约定，产品质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经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七）香港鑫晟贸易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地址：Unit� 1303,� 13/F.,� Austin� Tower，22-26� Austin� Avenue,Tsimshatsui,� Kowloon,

HONGKONG
3、法定代表人：范巍
4、注册资本：10,000 港币
5、经营范围：铜产品贸易、委托加工、设备租赁、技术转让、技术特许、业务咨询等。
6、关联关系：香港鑫晟贸易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最终控制方投资的重大影响企业，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 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 香港鑫晟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 30,754.23 万美元， 净资产

1,486.38 万美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93,137.52 万美元，利润总额 1,020.83 万美元，净利润
1,020.83 万美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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