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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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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接到
股东罗瑞发先生通知， 获悉罗瑞发先生为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
解除质押及再质押业务。 罗瑞发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质押的具体
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1、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 份 比 例
（%）

占公司总
股 本 比 例
（%）

质押起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罗瑞发 是 1,440,000 17.65 0.80 2021年
12月 1日

2022年
12月 1日

深圳市高新投
小微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合计 - 1,440,000 17.65 0.80 - - -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
股股 东或
第一大 股
东及 其一
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期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罗瑞发 是 1,200,000 14.71 0.67 否 否 2022 年 12
月 1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续为止

深圳市高
新投融资
担保有限
公司

反 担
保 质
押

合计 - 1,200,000 14.71 0.67 - - - - - -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股东罗瑞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敏行电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敏行电子”）累计质押的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数量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罗瑞发 8,158,450 4.54 6,600,000 7,860,000 96.34 4.38 6,118,837 77.85 0 0.00

敏行
电子 30,615,600 17.05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38,774,050 21.59 6,600,000 7,860,000 20.27 4.38 6,118,837 77.85 0 0.00

注 1：上述限售的原因均为高管锁定股，故上表“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
数量” 及“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中所涉及的股份限售数量均系高管
锁定股。

注 2：股东罗瑞发先生的股份存放于多个托管单元。因存在场外质押，无
法区分托管单元中的托管股份性质，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中的限售部分为可确定股份性质的托管单元质押高管锁定股数量。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罗瑞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敏行电子未发生

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罗瑞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敏行电子不存在

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上述股份质押事项不存在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

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响的情形。
4、股份质押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罗瑞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敏行电子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20.27%，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38%，该比
例仍在合理范围内，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针对部分股东
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问题，公司已向其做出充分的风险提示，若股价跌至质
押业务警戒线，该部分股东将通过部分偿还本金、补充质押股票，或提前解除
质押等方式，避免出现质押股份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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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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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5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第二期）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发行在外的部分 A 股普通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
划。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9,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31.64 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1 月 16日、2022年 11 月 1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第二期）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97）、《回购报告书（第二期）》（公告编号：2022-100）。

2022年 11月 28日， 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的方式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第二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0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
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2年 11月 30 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812,0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522%，其

中最高成交价为 23.30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22.59 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
18,759,772.5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31.64 元/股（含）。 本次回购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实施过程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
易委托时段要求的情况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

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11 月 28 日）前 5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25,357,972 股。 回购期间每 5 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
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的 25%（即 6,339,493 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个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公司回购股份的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

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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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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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 12月 2日（周五）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 12月 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12月 2

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2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6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1栋 A 座 20层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瑞发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59,263,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4962%。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共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59,146,6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4300%。 其中，参加表决的中
小股东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2、网络投票情况：
在本次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117,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2%。 其中，参加表
决的中小股东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117,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662%。

（三）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谢伟奇律师、王俊飞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

进行了表决：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9,263,7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谢伟奇律师、王俊飞律师

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出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深圳）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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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已经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临
时会议、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及下属公司存在与部分关联方企业调整业务量或开展新业务的
情形，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经济业务活动，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公
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 关联交易均是通过商务洽谈或参照同期市场价
格进行的公允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所
有交易均以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作保障。

一、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基本情况
(一）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已经 2022 年 12 月 2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
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经控股
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推荐选举产生的关联董事李树雄先生、张国庆先
生、张海涛先生、邹荣先生、施晓晖先生回避了对该项预案的表决，由 4 名非
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公司事前就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
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独立董事认真审核相关资料后，认可并同
意将前述事项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是根据公司 2022
年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的相应调整， 关联交易业务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
需，且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联
交易均是通过商务洽谈方式或以同期市场价格为参考定价，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调
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

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涉及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情况
由于公司 200 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目生产线陆续投产，关

联方的钢铁生产基地部分停产， 公司及下属公司与部分关联方企业发生日
常性关联交易数额有所调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
司对调整的日常关联交易将按照上市规则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1、2022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调整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事项 2022年度原预计金

额
本次新增（减）金
额

2022 年度新预计
金额

2022 年 1-9 月
已发生金额

1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891.39 3,008.61 3,900.00 0.00

销售商品 636,689.57 -66,689.57 570,000.00 407,247.06

2 云南昆钢钢结构股份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47.20 23.00 70.20 44.50

3 云南昆钢电子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30.52 39.00 169.52 90.73

4 红河钢铁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789.80 282.00 1,071.80 1,011.43

5 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
造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50.00 165.00 315.00 314.43

提供劳务 55.00 168.00 223.00 216.16

6 云南天朗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00.00 219.00 1,419.00 918.89

7 安宁双益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450.00 363.00 813.00 689.01

8 云南天朗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135.00 14.00 149.00 119.60

9 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接受劳务 96.00 250.00 346.00 222.02

10 云南昆钢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购买商品 8,000.00 -7,800.00 200.00 55.31

销售商品 6,372.00 -6,200.00 172.00 0.00

11 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70,295.23 -24,000.00 46,295.23 45,487.09

合计 725,301.71 -100,157.96 625,143.75 456,416.23

2022年新增加（减少）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原因：
1.向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商品预计新增 3,008.61 万元，

主要原因是公司 200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目生产线陆续建成投
产，为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生产资源和优势，项目与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草铺钢铁基地统一规划，项目生产所需的能源介质需向其购买，
并按照市场化定价与成本定价相结合的原则对能源介质进行协商定价，主要
包括高炉煤气、电、水、除盐水。 向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
预计调减 66,689.57 万元， 主要原因是公司安宁分公司 2022年 12月拟实施
永久性停产导致焦炭产量降低， 且公司 200 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
项目投产时间比年初预计推迟， 因此公司向其销售焦炭数量较年初预计减
少。

2.向云南昆钢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劳务预计新增 23.00 万元，主要
是公司孙公司恒峰工程质量检测公司向其提供探伤检测服务增加所致。

3.接受云南昆钢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劳务预计新增 39.00 万元，主要
是其向公司提供网络服务费增加所致。

4.向红河钢铁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追认 282.00 万元，主要是公司全资子公
司云南昆钢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向其提供检修检测服务增加所致。

5.接受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造建安工程有限公司劳务追认 165.00 万元、
其提供劳务追认 168.00 万元， 主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昆钢重型装备制
造集团有限公司接受其提供技改服务和吊装服务增加，向其提供检修检测安
装服务增加所致。

6.接受云南天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劳务预计新增 219.00万元，主要是其
向公司提供废水处理、工程服务增加所致。

7.接受安宁双益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劳务追认 363.00万元，主要是其
向公司提供检修、工程服务增加所致。

8.接受云南天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劳务预计新增 14.00 万元，主要是其
向公司提供咨询等服务增加所致。

9.接受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劳务追认 250.00 万元，
主要公司接受其提供班中餐、绿化等服务增加所致。

10. 向云南昆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购买商品预计调减 7,800.00 万元，主
要是公司其向采购洗精煤减少所致。 向云南昆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商
品预计调减 6,200.00万元，主要是公司向其销售焦炭数量减少所致。

11. 向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销售商品预计调减 24,000.00 万元， 主要
是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预计至 12 月仍处于停产状态，公司向其销售焦炭
数量减少所致。

本次共调整 14 项关联交易金额预计额度，其中与关联方新增关联交易
额度共计 4,215.86 万元；与红河钢铁有限公司、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造建安
工程有限公司、安宁双益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年初预计总额，本次追认额度共计 315.75
万元；因公司业务量减少，对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昆钢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共计调减 104,689.57 万元。 因此，公
司本次共计调减关联交易额度 100,157.96 万元。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需求，同时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
生产资源和优势，公司开展了以上关联交易业务，以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持续、有效地开展。 以上关联交易业务的开展，是公司经常性经营活动和持

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双方长期稳定合作形成的共存互利关系，有助于公司业
务发展，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以上关联交易业务的开展，没有损害上市公
司的利益和公司股东的利益。

2、本次调整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事项 2022 年最新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2021 年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1 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购买商品 71.66 0.66 0.00 0.00
接受劳务 128.10 ——— 16.55 ———
销售商品 20.02 0.00 4.57 0.00
提供劳务 666.00 ——— 14.27 ———

2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3,900.00 35.86 1,217.11 19.02
接受劳务 1,842.50 ——— 64.27 ———
销售商品 570,000.00 84.26 281,291.98 56.05
提供劳务 6,566.10 ——— 2,256.58 ———

3 云南昆钢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购买商品 200.00 1.84 0.00 0.00
销售商品 172.00 0.03 1,628.23 0.32

4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
司

购买商品 4,240.00 38.99 3,411.72 53.51
接受劳务 68.40 ——— 0.00 ———
销售商品 3,913.43 0.58 3,206.03 0.64
提供劳务 836.60 ——— 286.98 ———

5 云南水泥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购买商品 190.00 1.75 115.24 1.80
销售商品 478.73 0.07 320.23 0.06
提供劳务 13.50 ——— 42.27 ———

6 云南多扶工贸有限公
司

购买商品 312.00 2.87 161.82 2.53
销售商品 684.00 0.10 163.04 0.03

7 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
公司

购买商品 546.02 5.02 536.69 8.39
销售商品 15,020.00 2.22 13,591.99 2.71
提供劳务 157.15 ——— 135.29 ———

8 昆明云钦耐磨材料总
厂

购买商品 460.00 4.23 420.13 6.57
销售商品 120.00 0.02 50.77 0.01

9 云南昆钢钢结构股份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0.00 ——— 79.65 ———
销售商品 20.00 0.00 3.66 0.00
提供劳务 70.20 ——— 38.94 ———

10 镇康县振兴矿业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商品 35.00 0.32 30.90 0.48
销售商品 90.00 0.01 66.49 0.01

11 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46,295.23 6.84 80,904.70 16.12
提供劳务 737.00 ——— 419.96 ———

12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
料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4.78 0.41 9.07 0.14
销售商品 301.00 0.04 232.10 0.05

13 云南昆钢电子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9.52 ——— 342.92 ———
销售商品 15.00 0.00 38.58 0.01

14 云南昆钢桥钢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 1,100.00 ——— 2,202.57 ———
提供劳务 53.00 ——— 0.03 ———

15 红河钢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8,548.62 5.70 120,230.66 23.96
提供劳务 1,071.80 ——— 683.80 ———

16 云南昆钢兴达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8.79 ——— 23.14 ———

17 云南昆钢物流有限公
司 购买商品 143.00 1.31 378.65 5.92

18 云南昆钢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购买商品 129.99 1.20 118.17 1.85

19 云南昆钢钙镁熔剂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130.00 ——— 165.97 ———

20 云南新钢综合物流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119.00 ——— 5.49 ———

21 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
造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15.00 ——— 522.24 ———
销售商品 10.00 0.00 0.00 0.00
提供劳务 223.00 ——— 91.70 ———

22 云南众智招标代理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0.00 ——— 100.00 ———

23 云南天朗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1,419.00 ——— 943.83 ———
提供劳务 100.00 ——— 43.12 ———

24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接受劳务 125.00 ——— 41.42 ———

25 安宁双益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购买商品 200.00 1.84 0.00 0.00
接受劳务 813.00 ——— 562.95 ———

26 云南保山昆钢锅炉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225.00 ——— 27.12 ———
提供劳务 100.00 ——— 0.00 ———

27 云南天朗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3.00 ——— 150.38 ———
提供劳务 75.00 ——— 0.00 ———

28 云南宝象物流集团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151.00 ——— 7,489.57 ———
提供劳务 112.00 ——— 56.22 ———

30 云南天朗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148.60 ——— 23.00 ———
提供劳务 21.50 ——— 0.00 ———

31 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购买商品 403.00 3.71 0.00 0.00
接受劳务 346.00 ——— 125.89 ———

32 欧冶工业品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530.00 0.08 0.00 0.00

33 云南钛业股份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 271.40 ——— 123.64 ———

34 云南昆钢集团山河工
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09.29 ——— 26.42 ———

35 云南大红山管道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153.80 ——— 104.83 ———

36 昆明新云钦耐磨材料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50.00 ——— 121.95 ———

37 云南天朗节能环保集
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0.00 0.02 96.64 0.02

38 云南昆钢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日均存款 6,000.00 ——— 3,471.35 ———

39 云南泛亚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76.38 0.01 0.00 0.00

40 红河罗茨物流经贸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290.00 ——— 0.00 ———

41 昆明春景园林绿化有
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78.00 ——— 0.00 ———

合计 722,917.11 529,033.48

二、本次调整的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素琳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圆山南路
注册资本：238,426.3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冶金产品及副产品，冶金矿产品和钢铁延伸产品、化工产品、

建筑材料、冶金辅助材料，成套冶金设备生产及销售、机电设备设计、制造、进
出口业务、工业技术开发、咨询服务；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
营：动力能源系统设备安装、维修及服务；输配电业务；工业气体、医用氧生
产、加工及销售；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及设备维修；房屋、货场仓储及设备租
赁；冶金设备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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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3,859,764.45 万元，

净资产 609,426.37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3,554,188.43 万元，净利润
13,084.09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7.41%股权，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
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二）云南昆钢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申子阳
注册地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土官镇土官街 1号楼
注册资本：27,444.31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结构制造及产品销售；建筑工程设计；金属压型瓦和墙面、

复合夹心板制作与产品销售；门窗制作与安装；非标设备及压力容器制作与
安装；建筑装饰工程专业承包；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制、生产、销售以及科研成
果的推广和应用；消防工程施工；幕墙工程施工；建筑防水工程施工；防腐保
温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环保工程施工；绿化工程施工；冶炼机电设备安
装；管道工程施工；无损检测工程；高低压电气成套设备的生产及销售；钢材

延伸加工；直缝焊接圆管、方矩管、矩形管的生产及销售；通用开口冷弯型钢、
高速公路护栏板、汽车冷弯型钢、U 型钢的生产及销售；国内贸易；建筑材料
经营；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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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8,428.32 万元，净

资产-8,633.08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5,695.88 万元， 净利润-
3,713.44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云南昆钢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
控股有限公司的孙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
(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云南昆钢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
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云南昆钢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巫乔顺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昆钢朝阳路
注册资本：4,534.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广播电视节目传送；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
装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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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物联网技
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
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安全技术防范
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机械电气设
备制造；电气设备修理；互联网安全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大数据
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运
行维护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
（不含出版发行）；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
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5G 通信技术服务；人工智能通用
应用系统；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
询服务；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
业机器人安装、维修；合同能源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
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
专业设计服务；集成电路设计；计量技术服务；卫星通信服务；电子、机械设备
维护（不含特种设备）；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工业控制计
算机及系统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
备销售；软件销售；软件外包服务；消防器材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元器件
零售；家用电器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采购代理
服务；销售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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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8,915.39 万元，净

资产 10,008.75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9,241.49 万元，净利润 1,566.4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云南昆钢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
铁控股有限公司的孙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
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云南昆钢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
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
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四）红河钢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光明
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雨过铺镇主街(园区)
注册资本：234,554.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及压延加工，钢铁产品的销售，黑色金属矿、钢铁产

品、机械设备的销售，电器仪表的进出口，铁矿石来料加工及出口，冶金高科
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工业气体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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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59,039.20 万元，净

资产 249,207.79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830,008.50 万元， 净利润
4,413.21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7.41%股权，红
河钢铁有 限公司属于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红
河钢铁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
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五）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造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志诚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昆钢
注册资本： 17,006.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预拌混凝土专项试验；锅炉维修 1 级；压力管道（工业管道）安装 GC2
级；机电维修、机械加工产品及备品配件；金属制品加工；变压器、电机、电器
修理；门窗、涂料生产销售；普通货运；技术、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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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云南昆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54,972.54 万元，净

资产-46,034.27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59,273.73 万元， 净利润-
2,626.13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造建安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
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的孙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造建安工程有限
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
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六）云南天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彦峰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百花东路延长线 26号内
注册资本：12,816.2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大气、给排水、物理性污染、固体污染物、土壤修复等环境治理

技术的研发、咨询、服务；环保工程及其配套设施设备的投资、总包、设计、制
造、安装、销售、检修；大气、给排水、物理性污染、固体污染物、土壤等环境治
理设施的运行维修；环保项目药剂的研发、生产、销售、贸易；气、水、土环境污
染物检测、环保药剂检测；废物综合利用（仅收集、销售、提供技术服务，不得
进行生产、加工、制造）；危险化学品贸易；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房屋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施工；金属结构件、机械零部件加工
制作；机械修理安装；薄板制品加工制作及表面喷涂装饰；五金交电、机电产
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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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云南天朗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5,211.88 万元，净

资产 10,832.55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4,047.88 万元， 净利润-
1,927.86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云南天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
股有限公司的孙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 条第
(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云南天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
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七）安宁双益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麟贵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昆钢郎家庄
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屋装饰装修、钢结构工程施工、建筑防
水工程施工、防腐保温工程施工、机电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按资质证核定的范
围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化工机械设备的维修；炼铁设备大、中修及部分设
备安装工程；机电产品修理（含起重设备）；冶金大修；龙门吊轨道、行车轨道
新建及大中修；机电维修服务；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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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066.69 万元，净资

产 1,051.33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6,783.33 万元， 净利润 269.51 万
元。

关联关系说明：安宁双益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
铁控股有限公司的孙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
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安宁双益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
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
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八）云南天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骏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昆钢向阳东路 6号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能管体系建设；能源审计、评估、诊

断及咨询；节能项目投资及运营；提供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及节能成套产品设
计、安装、运行维护；节能产品推广应用；配电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电
力购销；电力贸易、电能服务；新能源开发；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投资、建
设、运营、租赁；碳排放权交易技术咨询；碳交易；国内贸易、物资供销；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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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云南天朗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390.39 万元，净资

产 6,468.95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4,707.59 万元， 净利润 469.11 万
元。

关联关系说明：云南天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
股有限公司的孙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 条第
(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云南天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
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九）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云堂
注册地址：安宁市昆钢建设街
注册资本：15,574.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物资供销；商品及日用百货零售；园林绿化工程的

设计及施工；绿化养护；花卉、苗木种植、租赁、销售；绿化景观维护；园林绿化
技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家政、餐饮服务；农贸市场综合经营、城市环境卫生
管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设备安装、防腐工程；土石方工程、管道
工程；建筑材料、混凝土砖的生产、销售；仓储；装卸、搬运；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油脂；润滑油等贸易（限下属分公司经营）；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冷冻
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水产品、生鲜、水果、蔬菜的销售；普通货
物的运输；招标代理咨询服务；金属加工；住宿；停车场服务。（以下经营范围
仅限分公司凭许可证经营）：卷烟、雪茄烟的零售；餐饮服务；农副产品销售；
饮料及冷饮服务；会议会展服务；食品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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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0,889.43 万元，净

资产 34,163.49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54,239.20 万元，净利润 587.10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
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
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
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云南昆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康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郎家山
注册资本：83,40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外销售和转口贸易；酒类经营；有色金属（金、银
除外）、黑色金属材料及冶炼压延品；冶金原辅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及原
料（不含危险品）、水泥及水泥制品、装饰材料、橡胶制品、矿产品、钢材、生铁、
汽车配件、百货、五金交电、机电产品、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工矿配件、金属
结构件、通讯设备、电子产品、煤炭、煤焦产品、化肥、预包装食品的购销；铁合
金购销、废旧物资回收及销售、金属废料销售、经济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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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00,206.68 万元，净

资产 92,525.51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650,185.67 万元， 净利润
1,770.07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云南昆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
股有限公司的孙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 条第
(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云南昆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
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一）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令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研和镇
注册资本：169,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金属制品加工销售，焦炭及焦化副产

品，高炉水渣、水泥，工业气体，管道燃气的生产销售，钢材产品压延加工及销
售，钢结构制品生产及销售，冷弯型钢的生产制造及销售，石油管道的生产制
造及销售；防腐保温工程施工；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五金、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的加工、制造及销售；冶金高新技术的开发及服务；货物及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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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89,777.72 万元，净

资产 202,724.84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674,707.10 万元， 净利润
3,045.77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
限公司的孙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
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经济业务活动，

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 以上关联交易均是通过
商务洽谈或参照同期市场价格进行的公允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所有交易均以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作保障，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

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议时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 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涉及金额已达到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5、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