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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9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3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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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年 3月 24日

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关于 2021年度日常经

营性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1年公司与中国钢研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钢研”，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 35.51%

的股权）及其下属子公司和与本公司部分参股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79,950万元。上述公司与本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同意分别与上述关

联方签署《2021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2020年，上述公司与本公司的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 58,235万元。

在议案表决过程中，董事会逐项审议表决了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的关联交

易。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与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

公司李军风、张剑武、王社教、赵栋梁关联董事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其余五名

非关联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表决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与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时，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形，本公司九名董

事表决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对于本公司与中国钢研

及其下属子公司和与参股公司的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公司与

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议案的投票权；本公司与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2021年度与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年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

额（2021.1.1-2021.2.28）
2020年

发生金额

采购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500 1 360
安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700 165 635
新冶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0 0 1
北京钢研新冶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0 0 0
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商品/劳务 市场价 600 0 283
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20 0 12
河北钢研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400 11 48
北京钢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260 9 117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50 0 42
北京钢研柏苑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0 0 7
钢铁研究总院 商品/劳务 市场价 320 56 281
中联先进钢铁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500 79 210
北京钢研大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7200 1781 4781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280 9 232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0 0 1
山东钢研中铝稀土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0 0 0
钢研昊普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650 0 626
微山钢研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200 0 181

采购小计 - - 12730 2111 7817
销售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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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5460 1680 15125
新冶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0 0 0
中科钢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0 0 0
北京钢研新冶精特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0 0 0
北京钢研新冶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0 0 0
中达连铸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40 0 28
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60 3 115
河北钢研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200 26 154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50 1 115
钢铁研究总院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000 100 928
中联先进钢铁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30 10 2
北京钢研大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52760 11184 29798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50 0 39
山东微山湖稀土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100 0 0
钢研昊普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450 22 923
北京钢研新冶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00 0 0

销售小计 62550 13028 47231
合计 75280 15139 55048

2、与安泰科技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年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

（2021.1.1-2021.2.28）

2020年
发生金额

采购 赣州江钨友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2000 81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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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860 0 1631
北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0 0 1

采购小计 3870 81 2535

销售

北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70 8 18
北京安泰六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470 4 247
安泰核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50 23 96
安泰创明新能源材料（常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60 0 15
深圳市启赋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50 0 0

销售小计 800 35 376
合计 4670 116 2911

3、合并计算（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年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

（2021.1.1-2021.2.28）
2020年
发生金额

采购
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12650 2111 7817
安泰科技参股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3870 81 2535

采购小计 - - - 16520 2192 10352

销售
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子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62630 13028 47231
安泰科技参股公司 商品/劳务 市场价 800 35 376

销售小计 - - - 63430 13063 47607
合计 - - - 79950 15255 57959

（三）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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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0年
实际发生金额

2020年
预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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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360 770 0.09% -53%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安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635 550 0.16% 15%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新冶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1 10 0.00% -9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钢研新冶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0 10 0.00% -10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商品/劳务 283 500 0.07% -43%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12 20 0.00% -4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河北钢研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48 650 0.01% -93%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钢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劳务 117 10 0.03% 107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42 100 0.01% -58%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钢研柏苑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劳务 7 10 0.00% -3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钢铁研究总院 商品/劳务 281 130 0.07% 116%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中联先进钢铁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劳务 210 170 0.05% 24%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钢研大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4781 6600 1.17% -28%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232 250 0.06% -7%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

公司
商品/劳务 1 10 0.00% -9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山东钢研中铝稀土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0 10 0.00% -10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钢研昊普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626 800 0.15% -22%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微山钢研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181 0 0.04% /
北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1 0 0.00% /
赣州江钨友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903 600 0.22% 51%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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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1631 1500 0.40% 9%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安泰六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0 10 0.00% -10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安泰核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0 10 0.00% -10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采购小计 10352 12720 -19%

销售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4 10 0.00% -6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安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15125 18000 3.04% -16%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新冶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0 220 0.00% -10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中科钢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0 10 0.00% -10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钢研新冶精特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0 10 0.00% -10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钢研新冶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0 10 0.00% -10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中达连铸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商品/劳务 28 20 0.01% 4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商品/劳务 115 80 0.02% 44%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河北钢研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154 160 0.03% -4%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115 40 0.02% 188%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钢铁研究总院 商品/劳务 928 920 0.19% 1%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中联先进钢铁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劳务 2 10 0.00% -8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钢研大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29798 44600 5.98% -33%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39 50 0.01% -22%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山东微山湖稀土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275 1460 0.06% -81%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钢研昊普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923 1550 0.19% -40%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18 100 0.00% -82%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北京安泰六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247 110 0.02% 125%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安泰核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96 110 0.02% -13%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安泰创明新能源材料（常州）研究院有限公 商品/劳务 15 60 0.00% -75% 2020 年 4月 10日 20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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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销售小计 47884 67530 -29%
合计 58235 8025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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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适用）

不适用。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议案》，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

的议案》，预计 2020 年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子公司和与本公司部分参股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80,250 万元（具体内

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的公告》）。报告期，公司与

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子公司和与本公司部分参股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实际发生 58,235 万元，未超过获批额度，且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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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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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少明

转企时间：2000年

注册资本：19亿元

企业类别：国有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76号

经营范围：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及其计算机应用、电气传动及仪器仪表

集成系统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工程承包、工程监理和设备成套；冶

金与机械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元器件、机电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

售；环保、能源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材料、设备的研制、销售、工程承包；冶

金分析测试技术及仪器仪表、设备的开发、销售；分析测试技术及仪器仪表、设

备的开发、销售；进出口业务；投融资业务及资产管理；稀土及稀有金属矿、稀

土及稀有金属深加工产品、稀土及稀有金属新材料、稀土及稀有金属科技应用产

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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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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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中国钢研总资产为 215.85亿元，净资产为 121.46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95.43 亿元，实现净利润 5.32亿元。（因中国钢研

2020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2、与公司关联关系

中国钢研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司 35.51%的股权，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规定，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本公司的交易均

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钢研集团依法存续经营，以前年度从未发生过向我公司支付款形成坏

账，根据合理判断未来也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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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计 2020年公司与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75,280万元。

（二）中国钢研下属子公司（2020年预计部分）

关联方
关联关

系

注册资

本（万

元）

法定代

表人
主要业务

钢铁研究总院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20,000 田志凌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

务；销售开发后的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非金属矿物制品、

金属材料、金属制品、计算机、电子元器件、通信设

备、矿产品、化工轻工材料、机械电器设备；主办《钢

铁》杂志；利用《钢铁》杂志代理、发布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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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钢研新冶

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2,700 仲海峰

冶金行业（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甲级（以工程设计资

质证书核定的范围为准）（证书有效期自 2015 年 02
月 12 日至 2020 年 02 月 12 日）；房屋建筑工程监理

乙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以工程监理资质证书

核定的范围为准）（证书有效期自 2016年 05月 26日
至 2021年 05月 0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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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勘察设计；专业承包、施工总

承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水污染治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软

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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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冶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7,103.80
7333 张启富

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建筑材料、节能、安全环

保、精细化工（危险品除外）、金属、非金属、新工

艺的技术及产品研制、开发、生产、销售；以及上述

工程项目的承发包；设备成套；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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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金自动化研

究设计院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10,281 张剑武

《冶金自动化》、《工业计量》的出版发行（限冶金

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工业计量》杂志社和冶金自动化

研究设计院《冶金自动化》杂志社经营，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计算机应用、电气传动及仪器仪表

集成系统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工程承包、

工程监理和设备成套；机电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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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机械电子设备、计

算机软、硬件、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产品的研制、

销售；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设备的研制、销售、

工程承包；冶金及电子自动化的标准化、计量、质量

检验；进出口业务；住宅热力供应；自有房屋出租；

物业管理；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和发布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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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联先进钢铁

材料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11,000 柴锋

钢铁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限分支机构经营）；应用

软件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销售金属材料、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金属

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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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钢研物业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560 王胜利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城市

园林绿化；建筑物清洁服务；种植花卉；盆栽工艺盆

景；绿植租摆；专业承包。（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

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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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钢研科技

有限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5,000 陈思联

金属、非金属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研究及其制

品销售；高强度钢板及制品的热处理；分析测试技术

及设备、电力电子技术及产品、环保技术及产品的开

发、销售；新材料技术开发、咨询、转让及推广服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实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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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泰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18,000 李向阳

销售金属材料、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冶

金设备、矿产品、铁合金、有色金属材料及制品、磨

具磨料、陶瓷制品、塑料制品、钢材、民用建材、建

筑材料、玻璃制品、仪器仪表、碳素制品；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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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钢研大慧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2,782.87 李向阳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检测；销售金

属材料、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机械设备、汽车零

配件、聚乙烯、聚丙烯、针纺产品、日用品、厨房用

品、卫生间用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玩具、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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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帽、润滑油、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制冷空调设备、劳保用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建

筑材料、化妆品、卫生用品、工艺品、首饰、办公用

品、陶瓷制品；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

会议服务；销售食品；人才中介服务。（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人才中介服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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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研纳克检测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24,820 李波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检

测；研发、设计检测仪器、标准物质、仪器备件；批

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日用品；销售自产产品；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涉及国营

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生产检测仪器、标准物质、

仪器备件。（该企业于 2013年 07月 31日（核准日期）

由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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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钢研高纳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46,986.1
216 艾磊

制造高温、纳米材料；高温金属材料及制品、轻质合

金、特种合金及制品、粉末材料及制品的研发；材料

制备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

售纳米材料、高温金属材料及制品、轻质合金、特种

合金及制品、粉末材料及制品；设备租赁；出租办公

用房、出租商业用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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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钢研新冶

工程技术中心

有限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2,600 李殿杰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专业承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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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自天正

智能控制股份

有限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22,364.5
5 杨光浩

自动化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培训、技术服务；制造、销售计算机控制系统软硬件

及网络产品、智能控制软硬件及配套设备、电气传动

装置及配套设备、电子元器件、控制系统配套仪表、

机械设备、电气设备；承接系统集成工程；软件开发；

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的研发、制造（限外阜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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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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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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钢研中铝

稀土科技有限

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57,630.7
6 邢杰鹏

稀土技术推广和应用；稀土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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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微山湖稀

土有限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13,348.9
8 刘井常

轻稀土矿采选。(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销售：稀土

精矿粉及稀土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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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山钢研稀土

材料有限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4,800 高金良

镧镁镍系高性能稀土储氢材料的生产销售；稀土材料

销售；货物与技术进出口；（涉及许可证经营的，须

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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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钢研柏苑

出版有限责任

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100 赵栋梁

出版、发行《物理测试》（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钢铁研究学报》（英文版）

（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钢

铁研究学报》（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冶金分析》（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粉末冶金工业》（期刊出版

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轧钢》（期

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金属

功能材料》（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钢铁》（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中国冶金》（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

至 2018年 12月 31日）、《连铸》（期刊出版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冶金自动化》（期

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工业

计量》（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企业策划、设

计；文艺创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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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实国金

国际实验室能

力验证研究有

限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500 杨植岗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检测；计算机技术培训；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标准实验验证、标准符合性测试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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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研昊普科技

有限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60,000 吕周晋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和

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生产压力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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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设备、机械设备（限在外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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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钢研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5,000 张岩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产品设

计；软件开发；软件服务；经济贸易咨询；销售自行

开发后的产品；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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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钢研新冶

精特科技有限

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3,000 张启富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

广；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五金、

交电；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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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达连铸技术

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

受 同 一

母 公 司

控制

5338.62 张慧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研发、

销售工艺品、机电设备、金属材料；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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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以上信息以各单位最新营业执照为准。

（三）安泰科技参股公司

1、赣州江钨友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魏柏万

注册资本：7,340万人民币

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马房下 58号

经营范围：APT、氧化钨、钨粉、碳化钨粉、合金粉和钨的深加工产品的研

发、加工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2006年 12月 18日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赣州江钨友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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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为 7,488.94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3.20亿元，实现净利润-328.62万

元。（具体数据以其审计结果为准）

（2）与公司关联关系

赣州江钨友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20%股

份，且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所以，本公

司与其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赣州江钨友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本公司分析后认为该公

司具备履约能力。

（4）预计 2021年公司与赣州江钨友泰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2000万元。

2、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云才

注册资本：6,782.4692万人民币

企业类别：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住所：宜昌开发区大连路 8号

经营范围：金刚石锯片(条)基体、硬质合金锯片基体、锯片及副产品加工、

销售；石材机械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自产产品及相关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及设

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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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须办理许可手续后经营）

成立时间：1998年 10月 28日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79亿元，净

资产为 4.46亿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3.07亿元，实现净利润 1,667.87万元。

（具体数据以其审计结果为准）

（2）与公司关联关系

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10.10%股份，

且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所以，本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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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本公司分析后认为该公司具

备履约能力。

（4）预计 2021年公司与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 1860万元。

3、北京安泰六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凤戈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别：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76号 17幢一层 101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进出口、货物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金属矿石、金属材料、非金属矿石、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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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时间：2015年 03月 05日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安泰六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689.68万元，净资产为 5,101.95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5,588.60万元，实

现净利润 815.44万元。（具体数据以其审计结果为准）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北京安泰六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30.616%股份，且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所以，本公司与其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北京安泰六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本公司分析后认为

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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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计 2021年公司与北京安泰六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

交易总额为 470万元。

4、安泰核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赵博鸿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别：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经济开发区火炬南街

经营范围：新材料（铝基碳化硼）的生产；机械、电子设备及配件生产、销

售；新材料技术开发、咨询、转让及推广应用；新材料产品、机械设备、电子元

器件、仪器仪表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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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时间：2016年 01月 13日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安泰核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241.07

万元，净资产为 2058.20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1,200.05万元，实现净利润

13.15万元。（具体数据以其审计结果为准）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安泰核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

其 34%股份，且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所

以，本公司与其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安泰核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本公司分析后认为该公

司具备履约能力。

（4）预计 2021 年公司与安泰核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为 150万元。

5、安泰创明新能源材料（常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周少雄

注册资本：1,25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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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东海路 202号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及相关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金属合金材料、纳米材料及其制品、复合材料制品、无机材料制品、有机

材料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医药及化学制品除外）；科技成果孵化、科技企

业孵化；从事科技项目创业投资（不得从事金融、类金融业务，依法需取得许可

和备案的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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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时间：2017年 10月 09日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江苏集萃安泰创明先进能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 8,697.40万元，净资产为 461.85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873.92万

元，实现净利润-802.37万元。（具体数据以其审计结果为准）

（2）与公司关联关系

江苏集萃安泰创明先进能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持有其 32%股份，且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的情形。所以，本公司与其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江苏集萃安泰创明先进能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本公

司分析后认为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5）预计 2021 年公司与江苏集萃安泰创明先进能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60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并

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签署交易框架协议。执行市场价格时，可随时根

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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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于 2021年 5月分别与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子公司签订《2021年日常经

营关联交易协议》、与相关参股公司签订《2021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

对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最高额度进行预计。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

代表签字盖章并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2021年公司向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劳务金额预计为不超

过 12,650万元，采购商品主要包括镍、钴、钕铁硼合金等金属原材料，接受劳

务主要包括热等静压加工业务、检测、房屋水电等；销售商品提供劳务金额预计

为不超过 62,630万元，销售商品主要包括稀土永磁体、钨钼制品、粉末冶金制

品等，提供劳务主要包括冶炼等。2021年公司向参股公司采购商品金额预计为

不超过 3,870万元，主要包括金属钨等；销售商品金额预计为不超过 800万元，

主要包括锻造加工、非晶带材等。有效期为自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定价采取遵循公平合理定价原则，执行市场价格。执行市场价格时，可随时

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双方在采购/销售商品及接受/提供劳务时，应由双方另行签署具体采购/销售

商品及接受/提供劳务协议（其中涉及中国钢研下属子公司执行的协议由其与安

泰科技单独签署）；但具体采购/销售商品及接受/提供劳务协议应服从本协议，

以本协议规定的原则为准。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双方可以根据实际需求状况对采

购计划进行一定的调整，但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双方采购/销售商品及接受/提供劳

务的实际发生额超出上述约定之最高限额时，双方应重新预计全年的最高限额，

并就超出部分重新履行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安泰科技股东大会的批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分为两部分：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其中：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是发挥央企在大宗金属

物资采购中的渠道优势和议价能力满足公司生产所需；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依托

中国钢研集团的国外分支机构和国际市场渠道开拓本公司产品的国际市场销售。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利用中国钢研优势资源开拓市场渠道，降低采购成

本，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公司与参股公司间的日常采购销售关联交易具有一定

的持续性，日常销售交易可扩大本公司产品销售途径及日常经营需要，日常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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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可以为本公司提供持续、稳定的原材料。

上述关联交易占公司同类交易的比例较低，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影响较小。关联交易中双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双方交易

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结算，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没有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公司已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的议案》提交给独立董事，并得到全体

独立董事的认可。在认真熟悉资料和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控

股股东及其下属子公司和与本公司部分参股公司进行的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总

额实际发生未超过获批额度，且不存在较大差异。本次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联

交易议案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同意公司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对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日常经营性关

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

认为：《安泰科技关于 2021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的议

案》中所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公

司参股公司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的业务需要而进行，并根据市场化原

则运作。关联交易的价格是按照市场价格协议协商确定的，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子公司和与本公司部分参股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实际发生未超过获批额度，且不存在较大差异。

未发现上述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议

案中与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时，关联董事实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上

述议案中与公司参股公司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的情形，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此次 2021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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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审议 2021年度

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程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