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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

效率，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须

知。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为截至2023年1月5日下午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须按本公司2022年12月29

日发布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的有关要求进行登记。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法定权利。请准

备发言和提问的股东于1月6日前向大会会务组登记并提供发言提纲，

大会会务组与主持人视股东提出发言要求的时间先后、发言内容来安

排股东发言，安排公司有关人员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与本次大会议

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有损于股东、公司共同利益的质询，

会议主持人或其指定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四、与会者应遵守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安排。现场会议期间，出

席会议的人员应注意维护会场秩序，听从会议主持人的安排，认真履

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会议程序。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务组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会议议程表 

 

第一项 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正式开始，并介绍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

权代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第二项 宣读股东大会须知 

第三项 审议议案 

1、《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

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

现业务的议案》 

3、《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融资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

议案》 

4、《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使用财务公司融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5、《关于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开展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

的议案》 

6、《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申请变更相关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

议案》 

第四项   (1)征询出席会议股东对上述议案的意见 

(2)推荐大会议案投票表决的监票人 

(3)大会议案投票 

第五项  (1)监票人点算选票，填写投票结果报告书 

(2)大会主持人宣布议案表决结果 

(3)律师见证 

第六项  (1)宣读大会决议 



 

(2)出席大会的董事、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在会议决议和会

议记录上签名 

第七项  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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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 年度 

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现向本次会议提出《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始创于 1987 年，2013 年 11 月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

地址为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 2-9 层，首席合伙人为石文

先先生。截至 2021 年末，中审众环合伙人数量为 199 人，注册会计

师数量为 1,282 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为 780 人。 

2021 年，中审众环经审计的总收入为 216,939.17 万元，审计业

务收入为 185,443.49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为 49,646.66 万元。2021 年

度，中审众环审计的上市公司客户总计 181 家，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农、

林、牧、渔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矿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等，其中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客户共 12 家（含本公

司）。2021 年，中审众环审计收费总额为 18,088.16 万元。 

2、投资者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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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每年均按业务收入规模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并补充计提

职业风险金，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9亿元，目前尚未使用，

可以承担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

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3、诚信记录 

中审众环最近 3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最近 3 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1次、最近 3 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

督管理措施 22 次。 

45 名从业执业人员最近 3 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

政处罚 2 人次，行政管理措施 43 人次、自律监管措施 0 次和纪律处

分 0 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杜高强，2014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5 年起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2013 年起开始在中审众环执业，2021

年起为五矿发展提供审计服务。最近 3 年签署过 3家上市公司审计报

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李锋勤，2006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9

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2013 年起开始在中审众环执业，

2019 年起为五矿发展提供审计服务。最近 3 年签署过 2 家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最近 3 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

政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3、独立性 

中审众环及项目合伙人杜高强、签字注册会计师李锋勤、项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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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复核人陈俊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

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公司拟支付中审众环 2022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 165 万元，内部

控制审计费用为 35 万元，费用合计为 200 万元，与 2021 年相比未发

生变化。本次审计费用是参考市场定价原则，综合考虑公司的业务规

模、所处行业、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

以及中审众环的收费标准等因素确定。 

二、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及审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 年度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中审众环在公司 2021 年度

的审计工作中敬业勤勉、认真专业，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

能力，其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符合有关规定，同意继续聘任中审众环

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同意将上述事项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事项，认为中审众环具备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能够为公司提供专业、优质的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同意将

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中审众环具有相应的专业胜

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良好，同意续聘其为本

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续聘相关决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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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在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上述事项后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办理签署相

关服务协议等事项。 

（三）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聘请会计事务所相关议案的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

意续聘中审众环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同

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有关

事项后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办理签署相关服务协议

等事项。 

以上议案，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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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及 

应收票据贴现业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现向本次会议提出《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及

应收票据贴现业务的议案》。 

一、业务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利用率，2023 年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拟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无追

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60亿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在该额度内办理具体保理及贴现业务，

业务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每笔业务期限以单项保

理及贴现合同约定期限为准。 

二、业务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拟开展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的公司范围：五

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中国

矿产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龙腾云创产业互联网（北京）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等本公司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二）业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三、业务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部

分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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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机构：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具体合作机构授

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经营层根据合作关系及综合资金成本、融资期

限、服务能力等综合因素选择。 

（三）合作方式：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受让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为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提供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服务。 

（四）业务规模：2023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无追索权的

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60 亿元。 

（五）业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每笔业务期

限以单项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合同约定期限为准。 

（六）费率：根据单笔业务操作时具体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由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相关银行协商确定。 

（七）主要责任说明：1、开展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

票据贴现业务，上述业务相关机构若在约定的期限内未收到或未足额

收到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上述业务相关机构无权向公司追索未偿融

资款及相应利息。2、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合同以相关机构

固定格式的《国内保理/贴现业务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为准。 

四、业务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有利于加速资金周

转，降低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减少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管理成

本，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公

司整体利益。 

五、业务的组织实施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相关业务，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经营

需要作以下授权：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层行

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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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机构、确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以

开展的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具体额度等。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以上议案，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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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融资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现向本次会议提出《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融资综合授信并

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综合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2023 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申请融资综合授信，主要用于办理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贸易融资及汇率保值等

相关业务。在授信有效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对于五矿发展授权全资子公司使用的融资综合授信以及全资子

公司申请的融资综合授信，拟由五矿发展提供相应担保，预计 2023

年度担保总额不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此仅为最高额担保额度预计，

实际担保金额依据具体情况确定，最终以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实际

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均为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

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各家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之间可相互调剂。预

计被担保人范围包括公司全资子公司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五矿钢铁”）、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矿产”）、

五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贸易”）。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

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融资综合授信及相关担保事项并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上述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

度融资综合授信及相关担保额度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日止。公司将在

具体担保事项发生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五矿钢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00247636 

成立日期：1997 年 1 月 17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 B 座 8 层 

法定代表人：张岑 

注册资本：90,000 万元 

主要股东：五矿发展持股 100% 

经营范围：零售小轿车；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经营的 16

种出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出口业务；自营和代理钢材的进口业务以

及除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其余 13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的

进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业务；开展“三来一补”业

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金属材料、机械设备、建筑材料、

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

易制毒化学品）、通讯设备、工艺品、日用品；会议服务；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

培训；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仓储服务；运输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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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五矿钢铁资产总额为 133.83 亿元；负债总额为 127.91

亿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124.15 亿元；净资产为 5.92 亿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434.20 亿元，利润总额 40,280.53 万元，净利润为

21,462.17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五矿钢铁资产总额为 163.19 亿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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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总额为 156.71 亿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152.82 亿元；净资产为

6.48 亿元。2022 年 1 至 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275.15 亿元，利润总额

8,546.47 万元，净利润为 6,283.93 万元。 

2、中国矿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169040XE 

成立日期：1987 年 5 月 29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 B 座五层 

法定代表人：李辉 

注册资本：90,000 万元 

主要股东：五矿发展持股 100% 

经营范围：零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

动)；加工不锈钢制品(限分公司经营)；承包境外矿产、冶金、机电

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

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

“三来一补”业务；铁合金生产(仅在外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销售

焦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金属材

料、冶金炉料、五金交电、汽车配件、机电设备；信息咨询(中介除

外)；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械设备

租赁(不含汽车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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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中国矿产资产总额为 77.89 亿元；负债总额为 68.39 亿

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68.27 亿元；净资产为 9.49 亿元。2021 年

实现营业收入为 362.33 亿元，利润总额 28,671.67 万元，净利润为

21,039.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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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国矿产资产总额为 88.66 亿元；负债

总额为 76.03 亿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75.87 亿元；净资产为 12.63

亿元。2022 年 1 至 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232.98 亿元，利润总额

41,516.49 万元，净利润为 31,412.68 万元。 

3、五矿贸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11321258 

成立日期：1988 年 7 月 28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 C 座三层 

法定代表人：王鹏 

注册资本：15,808 万元 

主要股东：五矿发展持股 100% 

经营范围：销售金属材料、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五金交电(不

含电动自行车)、汽车零配件、建筑材料、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工

业机器人；仓储服务；运输代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计算机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

(不含汽车租赁)；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物联网

应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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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五矿贸易资产总额为 16.27 亿元；负债总额为 13.93 亿

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13.93 亿元；净资产为 2.34 亿元。2021 年

实现营业收入为 26.30 亿元，利润总额 610.37 万元，净利润为 420.49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五矿贸易资产总额为 33.56 亿元；负债

总额为 31.20 亿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31.16 亿元；净资产为 2.36

亿元。2022年 1至 9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49.86亿元，利润总额-6,4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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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利润为-5,613.39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申请融资综合授信，主要用于办理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贸易融资及汇率保值等相

关业务。在授信有效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对于公司授权全资子公司使用的融资综合授信以及全资子公司

申请的融资综合授信，由五矿发展提供相应担保，担保总额预计不超

过60亿元人民币。上述拟申请的授信及担保额度最终以银行或非银行

金融机构实际审批为准，实际融资及实际担保金额以与其实际签署的

协议为准，预计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申请的担保总额。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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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使用财务公司融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现向本次会议提出《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使用财务公司融资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及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2023 年公司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财

务公司”）获得融资综合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开展流动资金贷款、承

兑汇票等相关业务，在授信有效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其中，

对于公司拟授权全资子公司使用的综合授信，拟由五矿发展提供相应

担保，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此仅为最高额担保额度

预计，实际担保金额依据具体情况确定。上述担保额度均为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各家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之

间可相互调剂。预计被担保人范围包括公司全资子公司五矿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钢铁”）、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矿产”）、五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贸易”）。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

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综合授信及相关担保事项并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上述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融

资综合授信及相关担保额度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日止。公司将在具体

担保事项发生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矿财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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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同一控制下的关联关系。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使用关联方五矿财

务公司融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事项涉及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五矿财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构

成同一控制下的关联关系。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710917K 

成立日期：1993 年 05 月 26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

A247-A267(单)A226-A236(双)C106 

法定代表人：张树强 

注册资本：350,000 万人民币 

主要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2.5%，五矿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持股 7.5%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

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

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

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

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

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

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

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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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31日，五矿财务公司报表口径总资产为 268.38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3.10 亿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5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3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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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五矿财务公司报表口径总资产为 278.15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4.48 亿元；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

收入 2.38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8 亿元。 

五矿财务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00247636 

成立日期：1997 年 1 月 17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 B 座 8 层 

法定代表人：张岑 

注册资本：90,000 万元 

主要股东：五矿发展持股 100% 

经营范围：零售小轿车；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经营的 16

种出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出口业务；自营和代理钢材的进口业务以

及除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其余 13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的

进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业务；开展“三来一补”业

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金属材料、机械设备、建筑材料、

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

易制毒化学品）、通讯设备、工艺品、日用品；会议服务；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

培训；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仓储服务；运输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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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五矿钢铁资产总额为 133.83 亿元；负债总额为 1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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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124.15 亿元；净资产为 5.92 亿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434.20 亿元，利润总额 40,280.53 万元，净利润为

21,462.17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五矿钢铁资产总额为 163.19 亿元；负

债总额为 156.71 亿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152.82 亿元；净资产为

6.48 亿元。2022 年 1 至 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275.15 亿元，利润总额

8,546.47 万元，净利润为 6,283.93 万元。 

2、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169040XE 

成立日期：1987 年 5 月 29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 B 座五层 

法定代表人：李辉 

注册资本：90,000 万元 

主要股东：五矿发展持股 100% 

经营范围：零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

动)；加工不锈钢制品(限分公司经营)；承包境外矿产、冶金、机电

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

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

“三来一补”业务；铁合金生产(仅在外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销售

焦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金属材

料、冶金炉料、五金交电、汽车配件、机电设备；信息咨询(中介除

外)；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械设备

租赁(不含汽车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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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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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审计，中国矿产资产总额为 77.89 亿元；负债总额为 68.39 亿

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68.27 亿元；净资产为 9.49 亿元。2021 年

实现营业收入为 362.33 亿元，利润总额 28,671.67 万元，净利润为

21,039.92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国矿产资产总额为 88.66 亿元；负债

总额为 76.03 亿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75.87 亿元；净资产为 12.63

亿元。2022 年 1 至 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232.98 亿元，利润总额

41,516.49 万元，净利润为 31,412.68 万元。 

3、五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11321258 

成立日期：1988 年 7 月 28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 C 座三层 

法定代表人：王鹏 

注册资本：15,808 万元 

主要股东：五矿发展持股 100% 

经营范围：销售金属材料、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五金交电(不

含电动自行车)、汽车零配件、建筑材料、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工

业机器人；仓储服务；运输代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计算机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

(不含汽车租赁)；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物联网

应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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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五矿贸易资产总额为 16.27 亿元；负债总额为 13.93 亿

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13.93 亿元；净资产为 2.34 亿元。2021 年

实现营业收入为 26.30 亿元，利润总额 610.37 万元，净利润为 4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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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五矿贸易资产总额为 33.56 亿元；负债

总额为 31.20 亿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31.16 亿元；净资产为 2.36

亿元。2022年 1至 9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49.86亿元，利润总额-6,431.64

万元，净利润为-5,613.39 万元。 

四、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从五矿财务公司获得融资综合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开展流动

资金贷款、承兑汇票等相关业务，在授信有效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

环使用。 

对于公司拟授权全资子公司使用的融资综合授信，拟由五矿发展

提供相应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此仅为最高额担保额

度预计，实际担保金额依据具体情况确定，各家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

之间可相互调剂。担保合同主要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与

五矿财务公司共同协商确定。上述担保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不涉及反担保。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

当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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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关于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开展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现向本次会议提出《关于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开展期货交割库业

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广州期货交易所（以

下简称“广期所”）相关要求及公司业务发展需要，2023 年公司拟为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开展上期所、广期所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

交割等业务提供担保，商品种类包括但不限于铅、铝、铜、不锈钢、

工业硅等。实际商品种类及其核定库容量以上期所、广期所最终实际

审批及与其签署的协议为准。拟出具担保函所担保的货值将按照相关

商品种类核定最大库容量，综合商品期现货历史交易价格平均值估

算。 

预计被担保人范围包括公司全资子公司五矿无锡物流园有限公

司、五矿物流（上海）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五矿物流园（东莞）

有限公司、五矿国铁龙腾云仓（西安）有限公司。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相关业务，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

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业务及相关担保事项并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上述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相关担

保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日止。公司将在具体担保事项发生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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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矿无锡物流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物流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6591120628H 

成立日期：2012 年 02 月 29 日 

住所：无锡市惠山区无锡西站物流园区天港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 

注册资本：26,600 万元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站（仓储理货）、货运代理、货运信息

服务、搬运装卸、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

理服务；企业自有房屋的租赁；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的销售；金属材

料的剪切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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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港口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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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无锡物流园资产总额为 85,909.63 万元；

负债总额为 63,000.27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62,793.86 万元；净

资产为 22,909.35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74,613.01 万元，利

润总额为 1,355.09 万元，净利润为 793.67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无锡物流园资产总额为 66,676.27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2,863.11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42,674.57 万元；净

资产为 23,813.16 万元。2022 年 1 至 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22,936.83

万元，利润总额为 1,128.88 万元，净利润为 860.22 万元。上述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2、五矿物流园（东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588291039M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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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麻涌新沙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王韬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70%，深圳市铁塔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15%，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 15%） 

经营范围：投资开办金属材料城市场和物流园；从事市场物业租

赁、销售及管理服务；金属制品、有色金属、焦炭、煤炭、矿砂、水

泥、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原料及制品、机

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的采购销售、储存、装

卸、网上销售及其信息咨询；钢材的剪切加工、检验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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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东莞物流园资产总额为 75,240.9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56,909.63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55,449.14 万元；净

资产为 18,331.33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135,871.75 万元，利

润总额为 11.62 万元，净利润为-1,679.59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

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东莞物流园资产总额为 51,776.45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4,745.9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33,285.45 万元；净

资产为 17,030.50 万元。2022 年 1 至 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14,605.66

万元，利润总额为-1,720.64 万元，净利润为-1,290.48 万元。上述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3、五矿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物流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577482315N  

成立日期：201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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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上海市宝山区长建路 777 号 766 室  

法定代表人：王俊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货运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钢材、木

材销售；金属材料加工；对高新科技产品进行投资管理；电子商务（不

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商务信息咨询；仓储服务（除危险品

及专项规定）；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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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上海物流园资产总额为 43,203.95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1,737.48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41,737.48 万元；净

资产为 1,466.47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7,469.75 万元，利润

总额为 583.20 万元，净利润为 519.87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上海物流园资产总额为 22,534.17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1,435.72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21,435.72 万元；净

资产为 1,098.45 万元。2022 年 1 至 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3,836.51 万

元，利润总额为-510.23 万元，净利润为-357.22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4、五矿国铁龙腾云仓（西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物流

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9MAB127761J 

成立日期：2022 年 10 月 21 日 

住所：西安国际港务区新合街道纺渭路与鹤翔路十字西 150 米西

安国际港物流园内北门东 100 米 

法定代表人：谢海 

注册资本：8,8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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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五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66%，陕西国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34%）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机械

设备租赁；集装箱租赁服务；装卸搬运；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压

延加工；钢压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物联网应用服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商务代

理代办服务；铁路运输辅助活动；国内贸易代理；采购代理服务；报

关业务；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

含特种设备）；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停车场服务；物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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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西安物流园资产总额为 9,008.9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09.11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109.11 万元；净资产

为 8,899.87 万元。2022 年 11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469.61 万元，利润总

额为 133.16 万元，净利润为 99.87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 年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拟开展上期所、广期所期货商品

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业务，商品种类包括但不限于铅、铝、铜、

不锈钢、工业硅等。实际商品种类及其核定库容量以上期所、广期所

最终实际审批及与其签署的协议为准。五矿发展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开展上述业务提供担保。担保内容及期限以具体担保事项发生时与上

期所、广期所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25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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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申请变更相关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各位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现向本次会议提出《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申请变更相关解决同业

竞争承诺的议案》。 

公司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五矿”）出具的《关于变更解决五矿发展同业竞争问题承诺的函》。

为了更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

关方承诺》等相关规定，中国五矿拟申请变更相关承诺。具体情况如

下： 

一、基本情况概述 

2014 年 12 月，为解决五矿发展与中国五矿下属境外企业的同业

竞争问题，中国五矿将旗下与五矿发展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海外贸易

企业全部委托至五矿发展管理。同时，中国五矿就解决海外贸易企业

同业竞争事项作出如下承诺：“对于涉及同业竞争的境外公司（指中

国五矿旗下的南美五金矿产有限公司等 12 家海外公司），在本次资产

托管的基础上，中国五矿将在被托管公司符合所在国法律和连续三年

盈利的条件下，于 2022 年年底前注入上市公司。” 

二、承诺履行情况及变更原因 

中国五矿及五矿发展始终高度重视历史承诺履行和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自作出承诺以来，中国五矿已于 2014 年 12 月将旗下与五矿

发展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 12 家海外贸易企业全部委托至五矿发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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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对相关海外资产和业务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清查，开展了大量分

类处置、重整优化工作： 

（一）通过关停、变更经营范围等方式，解决部分缺乏持续经营

能力的海外贸易企业与五矿发展的同业竞争问题 

五矿钢铁英国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转变经营范围，不再从事黑

色金属贸易业务；中国五矿新西兰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完成注销；

南非五金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非五矿”）、南美五金矿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美五矿”）已不再对外开展贸易业务，明纳哥国

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纳哥五矿”）尚有少量经营活动，但已无

人员派驻。此五家企业目前与五矿发展已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计

划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南非五矿、南美五矿、明纳哥五矿的关

停工作或不再开展同类贸易业务。 

（二）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海外贸易企业注入，并对有发展潜力

的海外贸易企业进行资产重整，以尽早达到注入条件 

1、对于资产质量较好、经营情况较为稳定的企业，已启动注入

相关工作。五矿企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企荣”）、南洋五矿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洋五矿”）、日本五金矿产株式会社（以下

简称“日本五矿”）满足连续三年盈利条件。自 2021 年起，中国五矿

已对此三家企业开展尽职调查，但受疫情影响，尽调、审计、评估等

相关工作进度有所滞后。目前，日本五矿的尽调、审计、评估工作已

基本完成，预计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注入上市公司；五矿企荣、南

洋五矿可能涉及前置资产整理工作，预计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注

入上市公司。 

2、对于资产质量有待改善、但符合战略定位且具备发展潜力的

企业，已启动夯实资产质量等预重组工作，促使其尽早满足注入上市

公司条件。韩国五矿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韩国五矿”）、德国五矿有



 

 

28 

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国五矿”）、美国矿产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美国五矿”）、澳洲五金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洲五矿”）四

家企业符合五矿发展海外业务发展战略定位，但由于历史原因及市场

因素导致其净资产为负，已启动增资、剥离非贸易资产等积极措施，

促使其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基本条件。目前，韩国五矿增资工作已完

成，已符合注入条件，拟于 2023 年 6月 30 日前与日本五矿一并注入

上市公司。德国五矿、美国五矿和澳洲五矿三家企业的增资工作受所

在国法律政策、审批程序等因素影响，目前仍在推进中。此三家企业

待满足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后启动决策程序，预计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注入上市公司。 

三、拟变更后的承诺内容 

2022 年 12 月 21 日，中国五矿出具了《关于变更解决五矿发展

同业竞争问题承诺的函》，相关内容如下： 

“鉴于海外贸易企业目前盈利能力、资产质量有所不同，为支持

上市公司发展，维护五矿发展及全体股东利益，中国五矿拟根据实际

情况对上述承诺事项作出如下调整： 

（一）对于符合注入条件且已启动注入相关工作的日本五矿、韩

国五矿 2家海外贸易企业，加速推进相关工作，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

前注入上市公司。 

（二）对于目前不满足注入上市公司条件或尚待推进前置资产整

理的美国五矿、澳洲五矿、德国五矿、五矿企荣、南洋五矿 5 家海外

贸易企业，将采取积极措施使其尽快满足注入条件，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注入上市公司。 

上述 7 家海外贸易企业在注入上市公司或通过其他方式彻底解

决同业竞争之前将继续由上市公司进行托管。”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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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申请变更承诺，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

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

影响，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公

司将持续与中国五矿保持定期沟通，了解承诺履行情况，并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

关规定，上述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对上述事项进行投票

表决时关联方股东应当予以回避。 

 

以上议案，现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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