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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重庆西南铝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 6,561 万元，净资产

4,514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0,455 万元，净利润 196 万元。
4.履约能力
重庆西南铝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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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新城路 108 号 801 室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洪
经营范围：智能装备、自动化设备、机械设备、检测设备、仪器仪表、机器人、飞行器、感应器

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及服务；应用软
件、云计算、信息安全技术的开发及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及相关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的销售；房屋、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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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中铝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 60,618.48 万元， 净资产

54,001.81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7,846.75 万元，净利润 930.35 万元。
4.履约能力
中铝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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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上街区济源路 82 号
注册资本：21,485.81111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樊大林
经营范围：铝镁矿产品综合利用研发及产销；铝镁及其合金制品、氢氧化铝、氧化铝、多品

种氧化铝、氧化锆及复合物粉体材料、陶瓷制品、铝用碳素材料、防渗材料及耐火材料的研究开
发及产销；铝镁冶炼、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及剧毒危险化学品）、机械自动化、环境保护、检
测技术与设备的研发与产销，技术咨询与技术转让；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及相应的建设工程总
承包；项目管理和相关技术与管理服务，节能技术服务、评估及相应技术服务；房屋租赁；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餐饮及宾馆服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资产 45,163.73 万元，净

资产 22,552.64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28,075.34 万元，净利润 110.63 万元。
4.履约能力
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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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贵阳振兴铝镁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阳振兴铝镁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宁前进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

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
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及软件的开发、集
成、服务；机器人和智能装备的设计、制造；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设备设
计、制造、集成、安装；设备材料购销；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进出口贸易）。（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
营。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贵阳振兴铝镁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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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王庄布依族苗族乡政府办公楼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刚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

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
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铝土矿产品，铝冶炼产品及相关金属，铝加工产品销售
（不得从事生产、加工等涉及前置许可的项目 )；碳素制品销售；铝工业废弃物 (赤泥、粉煤灰 )销
售；相关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凭前置许可的内容及时效经营)。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348,275.33 万元， 净资产

224,494.29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339,004.14 万元，净利润 45,737.22 万元。
4.履约能力
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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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山西中铝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中铝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河津市山西铝厂铝都大道 36 号
注册资本：10,504.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蔡殿峰
经营范围：冶金工程、建设工程、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环保工程、

钢结构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房屋租赁工程劳务、设备清理；设备检修、维护；
大修铸件及电器；机加工铸件、机电产品安装销售；设备及管线维修；吊装、内部运输配送；普通
货物仓储；建筑安装维修技术咨询服务；锅炉的安装改造维修；压力容器制造；压力管道安装改
造维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塔式、桅杆、门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轻小型起重设备安装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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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山西中铝工业服务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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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贵铝建设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贵铝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金塘东街 3 号
注册资本：2,4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曾凡实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

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
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道路运输；建筑、冶金、机电、市政公用、矿山、公路、
石油化工、水利水电、电力等工程施工（凭建筑业资质证经营）；地基与基础、防水防腐保温、钢
结构、机电安装、建筑装修装饰、建筑幕墙、电子与智能化、通讯、消防设施、输变电、环保、城市
及道路照明等工程施工（凭建筑业资质证经营）；各类工业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仪器仪表、智能
设备、电讯系统、管道、容器及附属设施的保养、维护、修理；供变电站、所继电保护及变压器、
电力电缆、防雷设施的保养、维护、检定及修理；各类工业炉、窖、槽内衬的维护、修理；各类公
用、民用管道及设施维护及修理；非标成台、套设备及备件的制作；土石方工程、金属门窗制作
安装、混凝土预制构件；建筑物及机械设备拆除施工；二三类机电产品、设备配件购销、修理；装
饰装潢；五交化（化学危险品除外）、建材、外墙涂料、有色金属、氟化盐、碳素制品、耐火材料、
金属材料、铝土矿营销。 劳务派遣及输出、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中介代理服务、设备房屋租赁、
装卸搬运服务等第三产业服务项目。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贵州贵铝建设有限公司总资产 12,124 万元， 净资产 2,151 万

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8,576 万元，净利润 -793 万元。
4.履约能力
贵州贵铝建设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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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顺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顺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黎阳高新区夏云工业园 C-03-05-06
注册资本：6,19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宁前进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

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
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制造、安装、销售：非标准设备、异型工具、磨具、输送设
备、钢结构、节能密封保温槽罩、环保节能设备，房屋租赁，对外进出口经营（涉及许可的凭有效
许可经营）。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贵州顺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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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长城众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长城众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上街区厂前路 22 号 10 幢 5 楼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于翔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批发（无仓储、无零售店面）：盐酸、硫酸、氢氧化钠溶液【含量≥30】、

氨溶液【含氨＞10】、亚硝酸钠、丙烯酰胺、丙烯酸（稳定的）、洗油、煤焦沥青、次氯酸钠溶液【含
有效氯＞5】（有效期限至 2023 年 4 月 14 日）；氧化铝，铝锭，炭素制品，锌锭、精细树脂及中间
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自营本企业及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自营本企业
及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贸易业务；钢材、绝缘材料、高精度铜、高精度铜棒、高精度铜管、电解铜箔、
电线电缆、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铁路器材及相关辅材、铝钒土、石灰石、耐火材料、化工产品
（不含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生产与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塑料原料销售；编织袋的生产
与销售；润滑油调试、销售；矿产品加工；水电安装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钢结构工
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防腐保温工程施工；管道安装工程施工；冰晶石、
无水氟化铝的销售；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道路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管理咨询；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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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河南长城众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6,656.89 万元，净资产

4,589.57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9,161.35 万元，净利润 210.34 万元。
4.履约能力
河南长城众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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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工业园花山片区天生桥北侧
注册资本：72,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瑞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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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参股企业。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 65272.40 万元，净资产

47693.86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345.87 万元。
4.履约能力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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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赤壁长城炭素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赤壁长城炭素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赤壁市发展大道 316 号
注册资本：14,677.8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淑霞
经营范围：阳极糊、石墨电极、炭阳极等炭素制品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有

色金属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自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助材料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贸易
业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赤壁长城炭素制品有限公司总资产 72,780.36 万元， 净资产

16,456.71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50,851.39 万元，净利润 262.18 万元。
4.履约能力
赤壁长城炭素制品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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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曲靖市沾益区捷成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曲靖市沾益区捷成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
注册资本：8,05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何勇
经营范围：普通货物搬运、装卸、仓储服务；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矿产品、建筑材料销

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2.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参股企业。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曲靖市沾益区捷成物流有限公司总资产 23,164.42 万元，净资

产 10,099.79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4,512.19 万元，净利润 756.97 万元。
4.履约能力
曲靖市沾益区捷成物流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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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园通北路 86 号
注册资本：6,37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胥福顺
经营范围：承接科学研究、工程设计、自动化，矿产品、机电产品 (不含小轿车 )、金属合金及

化合物、金属材料、化工产品、矿冶设备、电子产品、分析仪器等的生产及经营；技术咨询、中
介、检测、培训、承包、仪器设备维修与制作技术服务；餐饮；期刊出版；广告发布；承办会议，租
赁。 兼营范围：珠宝加工与销售、玻璃仪器加工,物业管理与经营、停车场管理与经营。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资产 14,425.00 万元， 净资产

7,791.40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6,977.12 万元，净利润 1,112.81 万元。
4.履约能力
公司与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 2021 年预计与其发生的关联

交易主要为购买商品，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其具有履约能力。
（十四）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东风东路 48 号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万多稳
经营范围：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承包；上述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销售、出口；外

派实施上述工程劳务人员；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总资产 149,430.06 万元，净

资产 16,470.87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68,597.39 万元，净利润 1,165.13 万元。
4.履约能力
公司与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 2021 年预计与其发

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购买商品，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其具有履约能力。
（十五）山东铝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铝业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南定镇五公里路 1 号
注册资本：3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朱守河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水

泥制品制造；门窗制造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产
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服饰制造；劳动保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非常规
水源利用技术研发；砖瓦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润滑油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通
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建筑材料生产；产业用纺织制
成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金属矿石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广告制作；广告发布
（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环保咨询服务；烘炉、熔炉及电炉制
造；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装卸搬运；包装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
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物业管理；人力资源服务
（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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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水泥生产；饮料生产；食品生产；第二类
医疗器械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
备设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电线、电缆制造；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勘察；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
务分包；测绘服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旅游业务；烟草制品零售；动物饲养；高危险性体育运
动（游泳）【分支机构经营】；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分支机构经营】；成
品油零售（限危险化学品）【分支机构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分支机构经营】。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山东铝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317,627.33 万元，净资产 141,306.98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278,116.28 万元，净利润 16,063.78 万元。
4.履约能力
山东铝业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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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夏银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银川市黄河东路 663 号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军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服务；检验检测服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安全生产检验检测；安全评价业务；施工专业作业；消防设施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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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电气设备修理；电气安装服务；
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普通机械
设备安装服务；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
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节能管理服务；合同
能源管理；对外承包工程；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专业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通讯设备
修理；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广播电视设备专业修理；互联网安全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安防设备制造；通讯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办公设
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广播电
视传输设备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工器材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
售；安防设备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煤炭洗选；选矿；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宁夏银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 8,968.21 万元， 净资产

5,883.74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9,942.26 万元，净利润 56.06 万元。
4.履约能力
宁夏银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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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蓬莱苑南街中铝科学技术研究院 8 号楼 423、425、426 室
注册资本：14,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卫京
经营范围：为本企业及其下属提供管理服务；仓储服务；清洁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含网上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五金交电
（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塑料制品、服装鞋帽、橡
胶制品、矿产品、润滑油、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耐火材料、针纺织
品、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煤炭（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技术检测；货运代理；机电设备维修
（限分支机构经营）；生产耐火材料、耐磨材料、铸铁件、金属结构（限在外埠从事生产活动）；销
售氢氧化钠、氢氧化钠溶液、硝酸钠（仅限具有相关《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
营)；租赁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设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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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中铝工业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 44,912.40 万元， 净资产

21,553.30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61,055.04 万元，净利润 641.70 万元。
4.履约能力
中铝工业服务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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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铝镁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铝镁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 184 号
注册资本：1,05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邱阳
经营范围：轻金属冶炼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力设备、机械电子设备及配件、工

业及建筑智能自动化系统软硬件成套设备的开发、调试、净化工程设计、建筑工程施工；机械电
子设备、供配电设备销售；经济信息咨询；环境评价；供配电、整流系统设备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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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沈阳铝镁科技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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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 184 号
注册资本：49,074.321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马宁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工程所需劳务人员；打字、复印；有色金属及非金属矿山采选；轻金属

冶炼；有色冶金、建筑工程、冶金、市政公用、化工、电力、建材工程勘察设计、咨询、监理、工程
承包及设备、材料的销售；环境评价；火灾自动报警、自动灭火工程设计；计算机软硬件及成套
设备、非标设备、环保、供配电、工业自动化系统及建筑智能系统技术开发及销售、技术咨询、服
务、技术转让及调试；国外和国内外资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承包境外工程和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及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房屋租赁；装订、晒图；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
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轻金
属》杂志出版、发行；会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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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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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长光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新长光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高新区鹿山路 108 号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闫保强
经营范围：热能设备、冶金设备及其辅助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工程技术总承包；工业

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热能工程用耐材、燃烧设备及相关设备备品备件
的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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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苏州新长光热能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20,264.06 万元，净资产

-24,187.34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21,625.24 万元，净利润 -2,026.26 万元。
4.履约能力
苏州新长光热能科技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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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博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博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沈阳市苏家屯区丁香街 176-1 号
注册资本：2,025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光华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环保及非标准设备加工、制作、安装、调试；成套设备、非标准设备技

术咨询、服务、转让；机械电子设备及配件销售；机电一体化工业装备、计算机软硬件及自动化
成套设备的开发、研制、安装调试和工业自动化系统与建筑智能系统的设计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及技术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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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沈阳博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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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德福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德福环保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羊街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庄凌云
经营范围：电解铝固体废料无害化、资源化的研究开发和分类利用；电解铝原料、辅料及矿

产品、金属(贵金属除外)、非金属材料、五金、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电解铝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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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参股企业。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云南德福环保有限公司总资产 7,3373.33 万元，净资产 5,926.97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3,521.58 万元，净利润 468.06 万元。
4.履约能力
公司与云南德福环保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 2021 年预计与其发生的关联交

易主要为购买商品，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其具有履约能力。
（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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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32,467.87 万元， 净资产

4,930.96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604,628.54 万元，净利润 1,129.56 万元。
4.履约能力
公司与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 2021 年预计与其发生的关

联交易主要为购买商品，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其具有履约能力。
（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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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临安镇南营寨
注册资本：166,780.32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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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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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15,905.59 万元， 净资产

1,806.25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3,568.54 万元，净利润 -2,503.28 万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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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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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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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市北市区小康大道 399 号
注册资本：21,196.72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雷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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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类商品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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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经营（具体产品按许可经营范围）；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具体经营品种
按备案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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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云南冶金集团进出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29,967.40 万

元，净资产 -24,831.08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352.83 万元，净利润 57.65 万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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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预计与

其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购买商品和销售商品，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其具
有履约能力。

（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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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研发及应用；安防监控系统建设及维护；工业“三废”资源
化利用。（限分支机构经营）（危险化学品、涉氨制冷业及国家限定违禁管制品除外）（不得在经
开区内从事本区产业政策中限制类、禁止类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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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云南冶金金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730.30 万元，净资产

380.21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842.84 万元，净利润 28.9 万元。
4.履约能力
公司与云南冶金金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 2021 年预计与其发生

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商品，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其具有履约能力。
（二十七）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 871 号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万多稳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及零配件、线材、板材、带材、管材制品及辅助设备的生产与

销售及科研、设计、咨询服务；起重机械、水利机械、压力容器、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产品的设
计、制造、销售及安装；金属冶炼、压延加工及科研、设计、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原材料销售；停车场经营；房屋租
赁；机械设备租赁；防腐保温工程、钢结构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普通货运；贰类汽车维修 (大中型
汽车维修)。以下范围限分公司经营：咖啡豆的初级生产、加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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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总资产 33,920.79 万元，净资产 -8,

539.11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1,478.84 万元，净利润 77.20 万元。
4.履约能力
公司与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 2021 年预计与其发生的关

联交易主要为购买商品，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其具有履约能力。
（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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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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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道和及管道设备的安装；电子计算机维修及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及网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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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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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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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云南冶金仁达信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7,968.42 万元，净

资产 -13,909.16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819.25 万元，净利润 -987.38 万元。
4.履约能力
公司与云南冶金仁达信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 2021 年预计与其

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接受劳务。
（二十九）云南中石油慧能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中石油慧能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开路 3 号昆明科技创新园 2F19-7 室
注册资本：7,295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云龙
经营范围：城镇燃气供应（根据住建局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开展具体经营）；城镇燃气及燃气

产品的销售；燃气器具的销售；燃气技术咨询及技术培训、技术开发；燃气设备、材料的销售、检
测及维修服务；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对外燃气项目投资建设及
经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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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云南中石油慧能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 24,477.16 万元，净资产

7,465.01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3,879.14 万元，净利润 155.86 万元。
4.履约能力
公司与云南中石油慧能能源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 2021 年预计与其发生的

关联交易主要为购买商品，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其具有履约能力。
（三十）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62 号 12-16、18-31 层
注册资本：1,702,267.2951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建平
经营范围：铝土矿、石灰岩的开采（有效期至 2031 年 9 月）；道路运输（普通货物，限广西、

贵州分公司经营）；铝、镁矿产品、冶炼产品、加工产品的生产、销售；蒸压粉煤灰砖的生产销售
及相关服务；碳素制品及相关有色金属产品、工业水电汽、工业用氧气和氮气的生产、销售；从
事勘察设计、建筑安装；机械设备制造、备件、非标设备的制造、安装及检修；汽车和工程机械修
理、特种工艺车制造和销售；材料检验分析；电讯通信、测控仪器的安装、维修、检定和销售；自
动测量控制、网络、软件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经营办公自动化、仪器仪表；相关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发电；赤泥综合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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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19,490,168.4 万元， 净资产

5,433,201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8,265,924.3 万元，净利润 74,100.4 万元。
4.履约能力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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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东风东路东风巷 1 号
注册资本：10,85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邹国富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设计；冶金行业设计；环保工程设计与施工；市政公用工程设计与施

工；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勘察及凿井；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房产及行政界线），摄影测
量与遥感；不良地质条件的处理，地球物理勘探；矿产地质调查、勘查（不含石油、天然气矿
产）；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地质勘探工程；岩石、矿物、土壤及水质的分析、化验、鉴定与测
试，水、土、岩试验；工程咨询，城市规划编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
设计、施工；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高速公路路基、标准公路和独立大桥的施工；钻探机具
修理及设备加工，测绘仪器及计算机修理；勘察、设计的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钻探，水井、地热井钻井；桩、基础工程、软弱地基基础处理工程，特种钻道工程，验桩工程；
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矿山机械销售，机电设备销售；工程监理；地理
信息系统工程（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及数据库建设），测绘航空摄影；测绘项目监理；计算机软硬
件开发、设计与技术咨询，信息系统集成；环境工程设计；建筑工程施工；公路工程设计与施工；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与施工；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装备制造（租赁、销售）；城市及道路照明与亮
化工程；风景园林工程设计；绿化景观工程；安装工程；管道施工及安装；土地规划；设备设施检
修、维护；普通货运（不含危化品）；装卸搬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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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公司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 2021

年预计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购买商品，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其具有
履约能力。

（三十二）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99 号 C 座
注册资本：295,906.666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武建强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行业及专项规划 ;国内工程的勘测、设

计、咨询、监理和工程总承包及设备、材料的销售；承包境外有色金属行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
工程；承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进出口业务；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
材料产业技术研发及产品生产与销售； 物业管理。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 开展经营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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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5,451,402.43 万元，净资产

873,307.42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2,281,591.79 万元，净利润 -197,613.84 万元。
4.履约能力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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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清北路 53 号南楼 1202 室
注册资本：103,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晋华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及制品、煤炭、建筑材料、电子设备、空调设备、汽车配件、五金交电、日

用百货、针纺织品、木材、钢材、电子产品、通讯设备（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化工原
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汽车的销售，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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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509,547.05 万元， 净资产

156,158.45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6,276,919.19 万元，净利润 40,058.07 万元。
4.履约能力
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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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中铝国际山东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国际山东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先进陶瓷产业创新园 B 座 2605 室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健
经营范围：在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准的范围内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食品、

机械设备、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及制品、稀土氧化物、磁性材料、金银饰品、建筑材料、燃料油
（限 7# 以上，闪点高于 61°C）、农副产品、棕榈油、日用品、化工产品、化工原料、纺织原料（以
上三项不含危险、监控及易制毒化学品）、煤炭、纸浆、橡胶、纸张及纸制品、轮胎、装饰材料、乙
烯焦油、混合芳烃、渣油、蜡油、包装材料、汽车及零配件、机电产品、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
接收设施）、玻璃制品、非金属矿石及制品、塑料制品、五金交电、化肥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房
屋租赁（以上两项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
务）；金银饰品的设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仓储代理服务；货运代理服务（以上两项不含危险
品）；物流技术咨询及信息服务；贸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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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中铝国际山东化工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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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中铝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史各庄东侧
注册资本：3,7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松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新材料的科技及产业化开发；润滑油品及相关原辅材料的开发、生产、

销售及相关咨询服务；有色金属的销售；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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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铝润滑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13,678.76 万元，净资产 7,252.63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5,600.56 万元，净利润 963.77 万元。
4.履约能力
中铝润滑科技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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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中铝山西铝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山西铝业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市清涧街道龙门大道北段 10 号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威立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氧化铝、氢氧化铝、电解铝及深加工产品；矿产资源开采：铝土矿、石

灰岩（石）及其伴生矿的开采与销售；生产、销售耐磨材料、过滤材料、塑编袋、絮凝剂、化工产
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工业水处理剂（危险化学品除外）；新型墙体材料的研发、销售；污水废
水处理技术服务；铁、有色金属（除稀有金属）、焦炭、工矿设备及备品备件、五交化产品、钢材、
建材（木材除外）销售；建设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冶炼设备备件制作；防水防腐保温工
程施工、带压堵漏、带压开孔；热电站设备运行、调试、维护；脚手架搭设；脱硫、脱硝除尘系统
运行、维护、检修；电气设备生产、安装、销售及节能技术服务；机械配件、机加工铸件、金属模
具、托辊的生产机加工；环保设备、自控设备、仪器仪表、视频监控系统、空调、变频器的设计、
安装、调试及维护；印刷品印刷；上网服务：网站设计、软件及网络技术开发、转让及咨询服务；
网络推广与广告发布；信息系统集成的设计、生产、安装、调试、销售及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附
属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办公用品的销售和信息技术服务；服装、劳保防护品（不含特种劳
动防护用品）的生产及销售；工矿设备（特种设备除外）及机动车辆维修；道路货物运输；货物装
卸搬运（危化品除外）；承装（修、试）电力设施；电力业务及电力供应与技术服务；矿山技术咨
询、测绘；地质勘查；物业服务；市场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粉煤灰渣产品研发、销售；经销：聚氯乙烯、树脂（危化品除外）、润滑油；机电、化工、冶炼设
备维护、运行、清理、检修加工调试、销售及技术咨询；特种设备：压力容器及管道设备安装检
修；酒店管理。 销售腐蚀品：硫化钠（含结晶水≥30％）、氢氧化钠、氢氧化钠溶液；氧化剂和有
机过氧化物：过氧化氢（20％≤含量≤60％）（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26 日）。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中铝山西铝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296,039.79 万元， 净资产

175,971.57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91,781.26 万元，净利润 -708.77 万元。
4.履约能力
中铝山西铝业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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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 号 3 号楼 A-6131 室
注册资本：89,141.71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琰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固体废

物污染治理；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销售环境污染治理专用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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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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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中铝物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物资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融和路 681 号宝策大厦 10 层 1002 单元房间 1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家骍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批发（限危险化学品）；成品油零售（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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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成品油批
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
属结构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冶
金专用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防水卷材
产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橡胶制品销售；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销售；耐火材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建筑装饰材
料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照明器具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
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电气机
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泵及真空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灯具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

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采购代理
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电池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家用电器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电
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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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铝物资有限公司总资产 302,735.02 万元，净资产 110,268.85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849,953.38 万元，净利润 4,593.50 万元。
4.履约能力
中铝物资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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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开发区凌波路中段
注册资本：11,515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黄粮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安防设备制造；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对外承包工程;规划设计管理；工业设
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冶金专用设备销售；安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消
防器材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保护
专用设备制造；环保咨询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生态环境材料销售；专用设备制造
(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色金属合金销售；软件开发；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互联网销售 (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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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
目：货物进出口；建设工程设计；人防工程设计；特种设备设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消防设施工程
施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消防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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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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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河南长兴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长兴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上街区长兴路 2 号院 13 幢
注册资本：812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世恩
经营范围：销售氧化铝、氢氧化铝、金属材料、碳素制品、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橡胶、陶瓷及

制品、五金交电、重油、纺织品、耐火材料、石灰石、赤泥、铝矿石、化工产品 (不含易燃易爆危险
品)；a 氧化铝、有机助剂、纺织袋、纸质包装袋、工业滤布、托盘、防尘网、草坪网、安全网的生产
加工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技术服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河南长兴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9,179.75 万元，净资产 606.16 万

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23,610.66 万元，净利润 190.60 万元。
4.履约能力
河南长兴实业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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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云南冶金慧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慧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高登街 1675 号 5 层 501 号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胥福顺
经营范围：质量检测技术服务；环境监测；仪器仪表的销售；工程项目管理；环境检测技术

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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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云南冶金慧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 79.91 万元， 净资产

79.03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38.70 万元，净利润 9.97 万元。
4.履约能力
云南冶金慧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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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淄博市张店区五公里路 1 号
注册资本：27,460.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勇
经营范围：冶金工程、建筑工程设计、咨询；工程造价咨询 ;工程总承包；生产过程计算机控

制、办公自动化、信息网络系统设计、安装调试、检修、软件开发及外包、咨询服务；机械设备、
非标准设备制造、销售、安装、检修(以上不含特种设备)；收尘设备、水暖设备设计、销售、安装、
检修；衡器设备安装调试；节能技术服务；房屋、设备租赁；冶金工程、钢结构工程、石油化工工
程、房屋建筑工程、防腐保温工程、铝塑门窗工程施工；房屋维修；起重作业；窑炉砌筑；赤泥综
合利用产品、机电一体化系统及产品研发、销售；金属镓提取工艺研发；铝型材、再生铝、金属制
品、建筑材料、机电产品、金刚砂、钢材、耐火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易制毒化学品 )、五金交
电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环保、冶金、化工、电力、矿山专用设备、编织袋设计、制造、销售及
维修；特种设备、机动车辆维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搬运、装卸、包装服务；卫生保洁服务；
绿化工程施工；环保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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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 131,287.94 万元，净资产

34,826.62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61,091 万元，净利润 -4,876.76 万元。
4.履约能力
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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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三）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朱西路 2 号
注册资本：75,320.75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马宁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

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
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有色轻金属铝、镁、钛冶炼以及配套碳素、氟化盐工艺
技术研究；工程规划、设计、咨询、监理、总承包业务；市政工程与民用建筑工程的规划、设计、
咨询、监理、总承包业务；建设工程相应环境评价、工程概算和预算编制、工程测量、化验试验、
程序编制、翻译业务；相应机械设备成套、相应系统集成业务；物业管理；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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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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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渭阳西路北侧
注册资本：3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聂玉栋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冶金工程、矿山工程、钢结构工程、水工金

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管道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环保工程、公路工程、管道安装、塔吊拆
装；石油化工工程、电力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设计、建筑材料及其工程试件检验试验；
物资经销；消防设施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商品混凝土和混凝土制品；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道
路普通货物运输；境外建筑、冶金、机电、钢结构、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管道工程和境内国
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工程技术
和劳务人员及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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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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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云南金吉安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金吉安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 48 号科研楼 10 层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洪建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冶炼工程监理甲级、矿山工程监理甲级、项目管理、技

术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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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云南金吉安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1,482.88 万元，净资

产 734.45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896.47 万元，净利润 302.34 万元。
4.履约能力
公司与云南金吉安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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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六）云南省冶金医院（昆明冶金职业病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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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增光
经营范围： 面向社会提供以公益性为主的医疗服务； 负责冶金行业为主的职业病防治 ,开

展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验检测业务。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云南省冶金医院总资产 2,140.66 万元， 净资产 991.48 万元，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703.76 万元，净利润 0.99 万元。
4.履约能力
公司与云南省冶金医院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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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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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有色金属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圆通北路 86 号
注册资本：193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德平
经营范围：为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提供检验检测服务有色金属、合金制品及产品的分

析检测；有色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精矿类、矿石类的检验检测；地质矿产实验测试；金属及金
属材料试验及分析；贵金属、岩石、矿物的试验及成分检测；环境监测。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云南省有色金属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总资产 994.49 万元，净

资产 443.60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2,140.49 万元，净利润 151.10 万元。
4.履约能力
云南省有色金属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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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云南冶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塔路 208 号 10 楼
注册资本：1,05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朱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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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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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3.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云南冶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总资产 1,430.54 万元，净

资产 1,347.79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508.81 万元，净利润 135.67 万元。
4.履约能力
公司与云南冶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预计与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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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九）云南冶金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漫大道 80 号
注册资本：14,084.50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彦超
经营范围：固体矿产勘查，矿业权科技研究与技术服务，矿产资源开发，矿权咨询与合作，

矿业投资，矿产品国内贸易，矿产品进出口，房屋租赁，矿山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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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云南冶金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51,780.64 万元， 净资产

23,559.05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1,603.77 万元，净利润 -4,466.29 万元。
4.履约能力
公司与云南冶金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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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雨花区木莲东路 299 号
注册资本：72,468.8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廖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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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公司与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 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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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一）郑州轻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轻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上街区济源路 82 号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樊大林
经营范围：铝镁及其合金、氢氧化铝、氧化铝、多品种氧化铝、陶瓷制品、铝用炭素材料、防

渗材料及耐火材料的产销，铝镁冶炼、化工产品 (不含易燃易爆及剧毒危险化学品 )、机械、电器
自动化、检测技术与设备的开发与产销，技术咨询与技术转让，工程咨询与工程设计，房屋租
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
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2.与本公司关系
与公司同受中铝集团实际控制。
3.履约能力
郑州轻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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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淮河路 36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