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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628        证券简称：西部超导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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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 201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根据公司业务

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1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公司与西北院、中信金属计划 2015年度发生的关联担保如下表： 

   关联方                               

交易类型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委托研发 受托研发 房屋出租 

西北院 1,400,000 1,200,000    7,000,000 1,500,000 2,000,000   

西部材料       1,000,000 1,000,000     

西部钛业 7,000,000 7,300,000    1,000,000 1,000,000    

西安诺博尔 300,000  10,000 2,000,000 20,000       

西安赛福斯             750,000 

欧中公司 100,000           940,000 

九洲公司 200,000             

莱特公司     1,500,000 150,000       

《中国材料进展》      20,000       

赛特思迈 1,000,000             

赛特思捷     500,000         

思维金属 1,650,000             

香港凤凰     25,000,000        

CBMM     28,000,000         

遵义钛业     10,000,000         

  合计 11,650,000 8,510,000 67,000,000 8,190,000 3,500,000 3,000,000 1,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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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关联人 2015年预计金额 

 担保金额 担保费 

中信金属 30,000,000 360,000 

西北院 40,000,000 96,000 

小计 70,000,000 456,000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为公司控股股东；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西安赛福斯材料防护有限责任公司、西安欧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九洲生物材料有限公司、西安莱特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材料进展》杂志社、西安赛特思迈钛业有限公司、西安赛特思捷工

艺品有限公司、西安思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企业；香港凤凰高科技创新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西

安聚能超导磁体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董事孙玉峰兼任巴西矿

冶公司（CBMM）董事；公司监事会主席程志堂兼任遵义钛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中信金属有限公司占公司股份总额 20.67%，董事长孙

玉峰担任本公司董事。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平祥、

巨建辉、龚卫国应回避对该议案中有关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及其控

股、参股企业的表决；关联董事孙玉峰应回避对该议案中有关中信金

属、CBMM的表决。 

1、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1.1 公司与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及其控制企业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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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张平祥、巨建辉、龚卫国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6票，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1.2 公司与香港凤凰高科技创新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1.3 公司与 COMPANHIA BRASILEIRA DE METALURGIA E MINERACAO

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孙玉峰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8票，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1.4 公司与遵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2、公司 2015年度关联担保的计划 

2.1 公司与中信金属有限公司的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孙玉峰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8票，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2.2 公司与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的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张平祥、巨建辉、龚卫国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6票，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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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弃权票 0票。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西北有色金属研

究院 
西安市未央路 96 号 国有企业 张平祥 

西部金属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三路

56号 
股份有限公司 巨建辉 

西部钛业有限责

任公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

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杨延安 

西安诺博尔稀贵

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三路

56号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郑学军 

西安赛福斯材料

防护有限责任公

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

渭新城新材料产业园泾

高西路中段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者控股） 

颜学柏 

西安欧中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

城二路 45号 

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张平祥 

西安九洲生物材

料有限公司 

西安市泾渭工业产业园

西金路西段 15号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颜学柏 

西安莱特信息工

程有限公司 
西安市未央路 96 号 有限责任公司 程志堂 

《中国材料进展》

杂志社 

西安曲江新区水厂路 1

号国际会展中心 A馆二

楼北厅 2E-122号 

全民所有制 杜明焕 

西安赛特思迈钛

业有限公司 
西安市凤城三路 46 号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曹继敏 

西安思维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 
西安市凤城三路 46 号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曹继敏 

西安赛特思捷工

艺品有限公司 
西安市凤城三路 46 号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杜明焕 

香港凤凰高科技 - 境外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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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有限公司 

巴西矿冶公司

（CBMM) 
- 境外法人 - 

遵义钛业股份有

限公司 

贵州遵义市红花岗区舟

水桥 
股份有限公司 郭晓光 

中信金属有限公

司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6号京城大厦 1903 室 

一人有限责任

公司（法人独

资） 

孙玉峰 

(二)关联关系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持有公司 30.12%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

东。 

西安赛福斯材料防护有限责任公司、西安欧中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西安九洲生物材料有限公司、西安莱特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材料进展》杂志社等 5家公司情况如下：《中国材料进展》杂志

社，西北院持股比例在 50%以上，系其控股股东。除《中国材料进

展》杂志社以外的上述其余 4家公司，虽西北院直接持股比例并未

达到 50%以上，但均系第一大股东，且西北院提名的董事占上述 4

家公司董事会多数，西北院还通过委派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他

高管等方式实际控制上述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西北院均实际控

制上述 5家公司。 

西北院持有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6.47%的股份，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通过西部材料间接控制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安

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西部材料分别持有西部钛业 100%

注册资本、西安诺博尔 60%注册资本。 

西北院通过控股西安赛特金属材料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控制西

安赛特思迈钛业有限公司、西安赛特思捷工艺品有限公司、西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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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西安赛特金属材料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赛

特思迈 60%、赛特思捷 60%、赛特思维 50%的注册资本。 

香港凤凰高科技创新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西安聚能超导

磁体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本公司持有西安聚能超导磁体科技有限

公司 65%的注册资本，香港凤凰持有聚能磁体公司 35%的注册资本。 

公司董事孙玉峰兼任巴西矿冶公司（CBMM）董事；公司监事会

主席程志堂兼任遵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信金属有限公司占

公司股份总额 20.67%，董事长孙玉峰担任本公司董事。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 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

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上述关联交易基于真实自有业务的需要，其定

价根据市场定价为原则，双方协商定价，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

在通过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和关联担保，是公司生产

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必要的。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均以交易发生时的市场行情为基础，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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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业务完整性和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2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