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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5          证券简称：汇通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1-021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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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预计的关联交易属正常经营业务，不影响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独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性。 

 

一、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1.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杨张峰先生、薛荣欣先生、路向前先生和赵永先生回避表决，由独立董事单

独表决通过。 

2.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批准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3.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该议案内容。” 

4.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具体如下： 

“《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程序合法、合规。”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1.提供劳务，2020年实际交易额 1,487,398.1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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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0 年预计交

易额 

2020 年实际交

易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郑州绿都不动产

有限公司 

商业管理

服务 
6,000,000.00 792,452.83 疫情影响 

上海迪南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招商代理

服务 
8,000,000.00 0.00 

业 务 模 式 变

化，预计业务

未发生 

上海弘昌晟集团

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20,000.00 8,552.89 疫情影响 

郑州同润置业有

限公司 
物业服务 0.00 686,392.46 新增业务 

合计 
 

14,020,000.00 1,487,398.18  

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关联方的规定，上海弘昌

晟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月 21日前，仍为公司的关联方。 

2.租赁服务，2020年实际交易额 79,770.23 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0 年预计交

易额 

2020年实际交

易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上海都湾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提供房屋

租赁服务 
12,000,000.00 0.00 

业务模式变化，

预计业务未发

生 

上海弘昌晟集

团有限公司 

提供房屋

租赁服务 
90,000.00 79,770.23 不适用 

郑州通和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租赁

服务 
50,000.00 0.00 

业务模式变化，

预计业务未发

生 

合计 
 

12,140,000.00 79,770.23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2020年实际交易额 1,583,075.07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0 年实际交易额 

郑州傲蓝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保洁服务 1,370,718.98 

河南联都商贸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30,927.82 

郑州一品聚实业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73,466.00 

郑州通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绿化工程 7,962.27 

合计 
 

1,583,075.07 

三、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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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结合2020年公司战略方向调

整、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及未来经营发展需要，以及实现公司2021年经营目标的

需求，现预计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情况，报告如下： 

1.提供劳务，2021年预计交易额9,800,000.00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

则 
定价方法 

2021 年预计交易

额 

郑州绿都不动产有

限公司 

商业管理 

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500,000.00 

郑州同润置业有限

公司 

商业管理 

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800,000.00 

上海千咏实业有限

公司 

商业管理 

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500,000.00 

合计 
   

9,800,000.00 

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2021年预计交易额3,200,000.00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

则 
定价方法 2021 年预计交易额 

郑州傲蓝得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保洁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000,000.00 

河南联都商贸有限

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00,000.00 

郑州一品聚实业有

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650,000.00 

郑州通和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绿化工程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0,000.00 

郑州之铂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00,000.00 

郑州贝欧科安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00,000.00 

合计    3,200,000.00 

四、关联方信息 

1. 郑州绿都不动产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50714360F 

法定代表人：路向前 

注册资本：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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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德化街100号3层B305号 

营业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7,281万元，净资产4,003万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997万元，净利润242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 郑州同润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44M64X 

法定代表人：张义国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美街与凌霜路交叉口东北角宇通和谐家园

商业S1-116号 

营业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郑州崇信置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9月30日，总资产185,508万元，净资产58,545

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379万元，净利润-2,120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3. 上海千咏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HGTA04N 

法定代表人：王国庆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堡镇堡镇南路58号（上海堡镇经济小区） 

营业范围：一般项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金属材料、五金交

电、矿产品、日用百货的销售；贸易经纪；广告设计；图文设计制作；电子商务

（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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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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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上海千咏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1月19日，成立时间不

足1年，截至2020年9月30日，其控股股东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323.48亿元，净资产160.13亿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6.14亿元，净

利润1.67亿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 郑州傲蓝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DCNL4H 

法定代表人：余礼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88号综合办公楼四层 

营业范围：环保产品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智慧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城

市环境卫生及市容服务；从事城乡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处置、

管理；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收集、运输；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污泥、粪便、城

镇固废的处理与处置；环境卫生管理服务；城镇、小区保洁；物业管理服务；公

园管理服务；游览景区管理服务；普通货运；公厕管理、保洁；河道、水域清理

保洁、下水道清污；外墙清洗（高空作业除外）；管道疏通；病虫防治服务；生

活类废旧物质的回收与利用；建筑物清洁服务；环卫工程的设计；环卫设施的建

设和运营；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管理；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养护；环保

工程和技术研究；汽车及零配件销售；车辆修理与维护；苗木花卉、专用设备销

售；二手车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充电设施运营及服务。 

股东情况：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持股85%，余礼祥持股15%。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资产36,868万元，净资产10,750万

元，2020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4,588万元，净利润3,036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已经审计。 

5. 河南联都商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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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MA47N51659 

法定代表人：杨鹏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郑汴路76号2单元8层807号 

营业范围：批发兼零售：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建材、家具、家用电器；

室内外装饰装修；家政服务。 

股东情况：河南绿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间接控股股东控制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78万元，净资产-65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800万元，净利润-65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 郑州一品聚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MA4107G73X 

法定代表人：周静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注册地址：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镇宇通工业园F04-006号 

营业范围：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针纺织品、日用品、工艺美术品、

五金交电、洗涤用品、化妆品、保健食品、包装材料、塑料制品、服装、鞋帽、

箱包、珠宝首饰、计算机及辅助设备、通讯器材（无线电管制器材除外）、皮革

制品、办公用品、照明器材、不锈钢制品、铝合金制品、厨房用具、玻璃制品、

钢材、电子产品、酒店用品、音响设备、卫生产品、照相器材、机电设备、体育

用品、花卉苗木（不含种子）、电动自行车及配件、食用农产品、乳制品（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零售：卷烟、雪茄烟；婚庆礼仪服务；会议及展览展示策划；

企业管理咨询；餐饮服务；国内旅游业务；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计算机图文设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股70%，周静持股30%。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6,865万元，净资产2,6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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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0,213万元，净利润-49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 郑州通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MA40QQ242A 

法定代表人：赵刚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宇通工业园F501号1楼 

营业范围：物业服务；房地产价格评估；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园林绿

化工程设计、施工；餐饮企业管理咨询；花卉种植、销售；销售：日用品、预包

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食用农产品。 

股东情况：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9月30日，总资产1,009万元，净资产395万元，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227万元，净利润-690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8. 郑州之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6945795 

法定代表人：朱平礼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椿路8号1号车间202室 

营业范围：智能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空调及配件的技术研发、生产、

销售、技术服务及安装；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4,041万元，净资产2,084万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4,200万元，净利润-682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 郑州贝欧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4F9A4D 

法定代表人：奉定勇 

注册资本：4,500万元 

注册地址：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88号 

营业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物联网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专用设备

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气体压缩机械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机制造；塑料制品

制造；母婴用品制造；电动机制造；玩具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第一类医疗器

械生产；物联网设备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

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气体压缩机械销售；玩具

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汽

车零配件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国内贸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技

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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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股35.56%，奉定勇持股33.33%，孙

红星持股2.22%，谢君久等26人分别持股1.11%。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2,849万元，净资产1,769万

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8,953万元，净利润1,066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履约能力分析：综合考量各交易对方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结合前期同

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各交易对方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

力。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购买商品、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市场价或参考市场价的协议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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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易。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

发挥协同效应，促进双方主业发展。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双方不会构成利益侵害或利益输送。日

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业务，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性。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