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18-37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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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2018年 11月 28日，公司七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结果为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董事

张旭升先生、周群先生、檀国彪先生、张学深先生、陈贵东先生为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其他董事不存在需回避事项。关于预计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因日常经营业务，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许继集团所属子公司、国家

电网及其所属企业等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截止 2018年 10月 31日，公司与所

披露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 362,116.73万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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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2019 年

尚未发生

金额） 

2018 年

1-10 月发

生金额 

采购 

产品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市场定价 110,000.00 —— 44,904.20 

许继集团所属子公司 采购产品 市场定价 62,800.00 —— 15,087.42 

    其中：许昌许继电科储能技

术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市场定价 28,000.00 —— 1,705.03 

    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市场定价 22,000.00 —— 7,128.41 

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市场定价 5,000.00 —— 3,104.33 

许继（厦门）智能电力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市场定价 5,000.00 —— 1,849.60 

许继集团其他所属子公司 采购产品 市场定价 2,800.00 —— 1,300.05 

国家电网及其所属企业 采购产品 市场定价 40,000.00 —— 19,235.84 



  

   

 

小计   212,800.00 —— 79,227.46 

销售 

产品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220,000.00 —— 62,999.24 

许继集团所属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55,900.00 —— 29,046.41 

其中：许昌许继电科储能技

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8,000.00  14,583.81 

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4,500.00  3,394.95 

黑龙江省电工仪器仪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4,000.00  7,024.27 

中电装备山东电子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4,000.00  754.10 

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30,000.00  344.92 

许继集团其他所属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5,400.00 —— 2,944.35 

国家电网及其所属企业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391,000.00  189,162.85 

小计   666,900.00 —— 281,208.49 

购买劳

务及水

电 

许继集团及其所属子公司 
购买劳务

及水电 
市场定价 1,200.00 —— 476.51 

小计   1,200.00 —— 476.51 

接受租

赁等 

许继集团及其所属子公司 
接受租赁

等 
市场定价 2,000.00 —— 541.55 

小计   2,000.00 —— 541.55 

提供租

赁等 

许继集团及其所属子公司 
提供租赁

等 
市场定价 1,100.00 —— 662.72 

小计   1,100.00 —— 662.72 

 合计   884,000.00 —— 362,116.73 

（三）2018 年 1-10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2018

年 1-10 月发

生金额） 

2018 年度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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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产品 

许继集团有

限公司 
采购产品 44,904.20 130,000.00 7.28% -65.46% 

2017

年 12

月 12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 关

于 预

计

2018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许继集团所

属子公司 
采购产品 15,087.42 20,000.00 2.44% -24.56% 

国家电网及

其所属企业 
采购产品 19,235.84 40,000.00 3.12% -51.91% 

小计  79,227.46 190,000.00 12.84% -58.30% 

销售产品 

许继集团有

限公司 
销售产品 62,999.24 340,000.00 12.95% -81.47% 

许继集团所

属子公司 
销售产品 29,046.41 30,000.00 5.97% -3.18% 

国家电网及

其所属企业 
销售产品 189,162.85 450,000.00 38.89% -57.96% 



  

   

 

小计  382,330.02 820,000.00 78.60% -53.37% 交 易

的 公

告》 购买劳务

及水电 

许继集团及

其所属子公

司 

购买劳务

及水电 
476.51 1,000.00 0.08% -52.35% 

小计  476.51 1,000.00 0.08% -52.35% 

接受房屋

租赁等 

许继集团及

其所属子公

司 

接受租赁

等 
541.55 1,000.00 0.09% -45.85% 

小计  541.55 1,000.00 0.09% -45.85% 

提供房屋

租赁等 

许继集团及

其所属子公

司 

提供租赁

等 
662.72 1,000.00 0.14% -33.73% 

小计  662.72 1,000.00 0.14% -33.73% 

 合计  498,531.73 1,013,000.00 —— -50.79%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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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关联方情况及关联关系 

1.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 

法定代表人：舒印彪 

注册资本：人民币 82,950,000 万元 

主营业务：输电(有效期至 2026 年 1 月 25 日);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域);

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实业投资及

经营管理;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咨

询服务;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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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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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许继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国家电网公司资产总额为

38,113.28亿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23,581亿元,利润 671.56 亿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国家电网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2．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许昌市许继大道 1298号 

法定代表人：张旭升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9,039.50 万元 

主营业务：对电力装备、信息、环保、轨道交通、高新技术行业进行投资

和经营管理;商贸(涉及许可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电力装备、轨道交通设备、

新能源发电设备、节能设备、智慧城市设备的生产、销售和服务;从事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

技术除外);工程施工、安装、检修、试验及工程承包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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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房屋租赁。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026,546.19万元，负债总额 1,219,474.49万元，净资产 807,071.70 万元，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1,220,179.83 万元，净利润 71,374.67 万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许继集团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3.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福州生物制药机电产业园区新药创制中心 1#楼 24 层 01 室(闽

侯县南屿镇) 

法定代表人：郑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 39,156 万元 

主营业务：电器机械及器材(含高低压输变电设备),普通机械,各种电气和

成套装置的制造、销售、代购、代销;技术咨询;输变电产品的技术服务;对外贸

易;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相应资质等级承包工程范围的工程施工;住房租赁经营;自

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其他未列明的机械设备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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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203,984.48 万元，负债总额 157,665.27 万元，净资产 46,319.21 万元，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45,747.20 万元，净利润 1,122.05万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4.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许昌市魏武大道（中原电气谷） 

法定代表人：高亚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000 万元 

主营业务：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零部件的研发、生

产、销售与技术服务；有关风机制造、风电场建设运营方面的技术服务与技术

咨询。（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126,496.20万元，负债总额 122,679.67万元，净资产 3,816.53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87,449.25万元，净利润 1,374.84万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5.许继（厦门）智能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海路 6号 

法定代表人：刘世立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从事输变电产品包括中高压智能化开关及辅助设备、智能化元

器件、智能化成套装置产品的研发、制造,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智能

化电气及成套装置的研发、制造。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许继（厦门）智能电力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总资产 38,164.11万元，负债总额 33,469.85万元，净资产 4,694.26

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22,718.12 万元，净利润 1,703.86 万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许继（厦门）智能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

主体。 

6.许昌许继电科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兴东路东段北侧许继新能源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张振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储能综合监控系统、电池管理系统、电池箱、预装式储能电站、

电池维护设备等储能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系统集成、运维检

修及相关技术服务；电力工程总包。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许昌许继电科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总资产 10,880.58万元，负债总额 9,619.14万元，净资产 1,261.45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7,108.75万元，净利润 361.45万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许昌许继电科储能技术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7.黑龙江省电工仪器仪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哈尔滨高新区科技创新城创新路 2000号 

法定代表人：李宏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销售:电磁测量技术、电工仪器仪表、高低压配电

及电能计量箱(柜)、电能采集终端设备、新能源汽车及小型电动车的充电桩设

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系统及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售后服务;电

力电工设备系统工程开发;进出口贸易。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黑龙江省电工仪器仪表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 18,852.71 万元，负债总额 13,011.07 万元，净资产

5,841.64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16,627.87万元，净利润 475.81万元。 

信用状况：经查询，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8. 中电装备山东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飞跃大道与 24号路交叉口东北角 

法定代表人：李保恩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900 万元 

主营业务：仪器仪表及配件、抄表计费系统、测试设备、高低压配电设备、

计量箱(柜)及配件、电能采集终端设备、充换电设备、自动化设备及配件、软

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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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中电装备山东电子有限公司总资

产 88,095.48 万元，负债总额 61,606.64 万元，净资产 26,488.83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58,386.90万元，净利润 2,421.53万元。 

信用状况：经查询，中电装备山东电子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9.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中原电气谷研发大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赵奕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机电设备的储备、安装、调试、相关人员的培训;开展成套项目

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国内贸易(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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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及配件的销售;医疗器械经营(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许可证》许可事项经营)。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总资

产 15,232.49 万元，负债总额 16,378.11 万元，净资产-1,145.62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4,954.77万元，净利润 872.97万元。 

信用状况：经查询，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各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其经济效益和

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本

公司的独立经营不受影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招标合同的定价

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招标规则确定，非招标合同由双方参照同期市场价协商确

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关联交易事项依据公司与许继集团签订的

《日常关联交易总体协议》等文件执行，以上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保证了关

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程序规范，不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目前上

述协议仍在执行中。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承接成套项目时，为满足用户需求，公司产品与关联方产品间存在

相互配套关系，形成一定量的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中所产生的，符合公司业务和行业特点，交易是必要的，且将一直持续。公司

与控股股东发生的综合服务类关联交易，长期以来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序

进行，降低了公司运营成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

关联交易并未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七届二十二

次董事会审议，5 名关联董事张旭升先生、周群先生、檀国彪先生、张学深先

生、陈贵东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4名非关联董事孙继强先生、尹项根先生、



  

   

 

翟新生先生、王叙果女士以 4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该议案，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该项议案进行

审议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与关联方在

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符合公司业务和行业特点，交易是必要的，且

将一直持续。该等交易均依据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以市场价格进行，

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权益的情况，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

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公司 5 名关联董事张旭升先生、周群先生、檀国彪先

生、张学深先生和陈贵东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