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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 2020 年度与保定安保能冶金设备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预计

2020 年度与保定安保能冶金设备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3 号）。 

2、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0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 号）。 

3、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和 6 月 30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和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天津立中合金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合金”）所持的天津新立中合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天津合金”）100%股权和河北立中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

北合金”）持有的河北新立中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河北合金”）

100%股权（简称“本次现金收购”）。2020年 7 月 22日，新天津合金和新河北合



金 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均已办理完成。在此背景下，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

拟增加与部分关联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20 年 7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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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0 年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 年预计金

额（万元） 

2019 年关联交

易金额（万

元） 

备注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或劳务 

保定市山内危险货物运输

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 120.00 137.35  

天津立中合金集团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10.00 - 注 1 

河北山内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天然气 2,300.00 1,133.44  

关联方采购小计 2,430.00 1,270.79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或提供劳

务 

广东隆达丽山轻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3,340.00 2,074.95  

河北立中有色金属集团有

限公司 
出售商品 6,800.00 - 

注 2 

 天津立中合金集团有限公

司 
出售商品 6,000.00 - 

保定市清苑区众和信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仓储服务 50.00 151.93  

中汽协车轮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有限公司 
水电费 30.00 25.25  

关联方销售小计 16,220.00 2,252.13  

关联租赁 

出租给关

联方 

广东隆达丽山轻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房产租赁 90.00 75.20  



保定市山内危险货物运输

有限公司 
房产租赁 30.00 40.57  

保定市清苑区众和信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房产租赁 5.00 4.40  

天津立中合金集团有限公

司 
房产租赁 1.00 -  

向关联方

承租 

河北立中有色金属集团有

限公司 
房产租赁 156.00 117.17  

关联租赁小计 282.00 237.34  

2020 年新增关联交易预计合计 18,932.00 3,760.26  

注 1：本项关联交易发生于 2020 年 5 月发生，未来不具有可持续性。 

注 2：本项关联交易系部分客户对新天津合金和新河北合金进行考核认证期间的暂时性

安排，待考核认证完成后，前述关联交易将不再发生。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广东隆达丽山轻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丽山”） 

成立日期：2017 年 06 月 05 日 

注册资本：4,500 万元 

住所：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循环经济产业园西区 6 号（1#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臧立根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铸造；模具制造；铝镁轻合金结构件、压铸件制品的制

作；家具、交通、学校、院线公共场所轻量化座椅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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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03.31 

营业收入 - 536.70 6,300.57 1,019.54 

净利润 - 5.18 178.16 -51.27 

资产总额 700.00 3,934.05 6,975.07 7,381.85 



净资产 700.00 2,700.94 4,486.05 4,849.89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广东隆达铝业有限公司持有隆达丽山 35%股权，隆

达丽山执行董事臧立根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 

（二）河北立中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 年 08 月 26 日 

注册资本：32,000 万元 

住所：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发展西路 338 号 

法定代表人：臧立根 

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生产、加工、销售铜、铝、锡、锌、镁、硅合金铸造产品及废品回收；自有房屋、

铝合金加工设备的租赁；铜、铅、铝、锡、锌、镁、硅、销售；提供本企业相关

产品的技术服务、检测、转让（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规定须报经批准的

项目，未获批准前不准经营）。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03.31 

营业收入 79,486.33 73,194.82 93,712.63 13,671.41 

净利润 6,650.18 3,302.11 6,322.66 16.84 

资产总额 94,371.94 79,475.17 85,700.07 111,902.04 

净资产 68,470.82 50,113.01 56,435.66 81,168.75 

注：2020 年 4 月 30 日河北合金将经营性资产出资至新河北合金，上述财务

数据均为将经营性资产出资至新河北合金之前的财务数据。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与河北合金同受臧氏家族控制，河北合金董

事长臧立根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 

（三）天津立中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11 月 30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住所：天津开发区西区泰民路 58 号 

法定代表人：臧立根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复合材料、新型合金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合金材

料再生及综合利用技术的研发、应用；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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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03.31 

营业收入 116,209.72 107,525.37 95,780.70 17,236.27 

净利润 12,005.38 3,972.31 17,446.22 440.58 

资产总额 170,519.49 147,123.51 168,465.49 190,656.85 

净资产 93,441.67 77,374.24 100,516.21 119,818.08 

注：2020 年 4 月 30 日天津合金将经营性资产出资至新天津合金，上述财务

数据均为将经营性资产出资至新天津合金之前的财务数据。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与天津合金同受臧氏家族控制，天津合金董

事长臧立根先生担任同时本公司的董事。 

（四）中汽协车轮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协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06 月 11 日 

注册资本：631.58 万元 

住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于文洲 

经营范围：机动车车轮的检验、研究及其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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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03.31 



营业收入 757.65 835.21 626.45 90.74 

净利润 150.01 96.52 30.70 -29.80 

资产总额 1,887.21 2,588.74 1,968.22 1,943.01 

净资产 1,852.87 1,935.69 1,947.08 1,917.28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秦皇岛美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汽协公司 19%，中

汽协公司董事臧立根任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董事。 

（五）保定市山内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内运输”）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12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住所：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发展西路 399 号 

法定代表人：臧立国 

经营范围：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2 类 1 项，3 类；

5 类 1 项；5 类 2 项；6 类 1 项，6 类 2 项，8 类；9 类，危险废物））；普通货物

道路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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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03.31 

营业收入 11.14 222.38 606.29 90.26 

净利润 0.90 5.89 1.72 -69.09 

资产总额 57.99 432.26 802.11 760.91 

净资产 30.90 36.78 338.51 260.91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与山内运输同受臧氏家族控制，山内运输董

事长臧立国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六）河北山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内新能源”） 

成立日期：2018 年 06 月 05 日 

注册资本：2,600 万元 



住所：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发展西街 399 号 

法定代表人：臧立国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及推广；城镇燃气供应；加气站经营；天然气用

具的销售、安装及维修、维护；危险货物道路运输（2 类 1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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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03.31 

营业收入 — 573.82 1,235.60 358.28 

净利润 — -7.56 63.61 65.26 

资产总额 — 386.02 419.12 486.66 

净资产 — 192.13 255.75 321.16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与山内新能源同受臧氏家族控制，山内新能

源董事长臧立国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长。 

（七）保定市清苑区众和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众和小额贷款”） 

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04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住所：保定市清苑区发展西路 338 号 

法定代表人：刘霞 

经营范围：在本设区市以内企业自有资金向农户、个体创业者、小企业等发

放小额贷款，股权投资、债券投资、融资咨询和受托清收不良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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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03.31 

营业收入 644.85 532.04 584.44 75.20 



净利润 216.14 224.72 105.45 -15.10 

资产总额 9,268.60 8,613.29 10,762.65 10,749.14 

净资产 8,942.84 8,574.09 10,468.55 10,490.84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与众和小额贷款同受臧氏家族控制，且部分

臧氏家族成员同时担任本公司和众和小额贷款的董事。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述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公司与关联方的关

联交易协议，在该事项发生时签署。 

四、本次新增关联交易目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预计，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需，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稳

步发展。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 

五、本次现金收购对上市公司原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影响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2020 年 7 月 22 日，公司完成了对新天津合金 100%

股权和新河北合金 100%股权的现金收购，上市公司与新天津合金及其子公司、

新河北合金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合并抵消，具体影响如下：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

预计金

额（万

元） 

2019 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本次现金收购

对该项关联交

易预计的影响 

向关

联人

销售

商品 

天津立中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含天

津新立中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2,900 1,921.38 合并抵消 

秦皇岛开发区美铝合金有限公司 4,000 2,699.85 合并抵消 

广州立中锦山合金有限公司 4,000 2,958.75 合并抵消 

河北立中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含河北新立中有色金属集团有限

公司） 

1,000 389.83 合并抵消 

隆达铝业（烟台）有限公司 1,500 746.51 合并抵消 



广东隆达铝业有限公司 300 235.48 合并抵消 

长春隆达铝业有限公司 1,500 1,016.87 合并抵消 

隆达铝业（顺平）有限公司 1,000 484.41 合并抵消 

保定隆达铝业有限公司 500 293.62 合并抵消 

合计 16,700 10,746.7 1.69% 

向关

联人

采购

商品 

保定安保能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8,000 - 合并抵消 

物易宝（天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2,351.70- 合并抵消 

合计 28,000 2,351.70  

注：上述关于保定安保能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包含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已审议的 5,000 万元关联交易额度。 

尽管本次现金收购导致上市公司 2020 年预计新增 6,592.00 万元关联交易

（不含由于客户考核认证导致的暂时性 11,800.00 万元关联销售和不具有可持

续性的 10 万元关联采购），但上市公司也由此降低了 28,000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总体来看，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降低关联交易，保障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公司独立董事为此

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公司增加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以市

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对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