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编号：2018-036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内容提示： 

2018年4月12日，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或“公司”）

披露了《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9），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相关规定，对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补充，具体公告如

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8年，森源电气与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集团”）、森源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汽车”）、河南森源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重

工”）、河南森源集团高强电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强电瓷”）、河南森源光伏构

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伏公司”）和北京森源东标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

东标”）在房屋租赁、商品采购及销售与服务方面将产生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预计总金

额为不超过51,300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55,023.85万元，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4月1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其中杨合岭、王志安、孔庆珍、杨宏钊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

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由于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总额为不超过51,300万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经

审计净资产为489,009.08万元，按照预计额度上限测算，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占公司净资

产的10.49%，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因此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楚金甫先生、公司法人股东河南隆源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杨合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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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作为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预计 2018 年度公司与森源集团、森源汽车、森源重工、高强电瓷、光伏公司、森

源东标等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表：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万

元） 

上年发生金

额（万元） 

向关联方

租赁房产 

森源集团 租赁房产 
市场价格 

1,600 111.11 1,511.92 

小计 1,600 111.11 1,511.92 

向关联方

采购电力 

森源集团 采购电力 对外结算用

电价格 

1,200 165.32 847.07 

小计 1,200 165.32 847.07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及提供劳

务 

森源集团 
销售设备及提供

EPC 总承包服务 

市场价格 

10,000 33.19 24,990.48 

森源重工 
销售设备及提供

EPC 总承包服务 
10,000 1156.12 11,243.08 

森源东标 销售产品 5,000 16.69 1,305.24 

小计 25,000 1206.00 37,538.80 

向关联方

采购原材

料及接受

劳务 

森源汽车 
采购灯杆、预制

舱等及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3,000 276.88 1,712.10 

森源重工 
采购变压器底座

及接受劳务 
5,000 423.07 2,721.60 

小计 8,000 699.95 4,433.7 

向关联方

采购原材

料 

高强电瓷 采购瓷件 

市场价格 

500 28.14 141.97 

光伏公司 采购光伏构件 15,000 848.96 10,639.15 

小计 15,500 877.10 10,781.12 

合计 -- -- -- 51,300 3,059.48 55,023.85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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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

方租赁

房产 

森源集团 租赁房产 1,511.92 1,600 100 -5.51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7 日披

露的

《日常

关联交

易预计

小计 1,511.92 1,600 100 -- 

向关联

方采购

电力 

森源集团 采购电力 847.07 1,200 100 -29.41 

小计 847.07 1,200 100 -- 

向关联

方销售
森源集团 

销售设备及提供

EPC 总承包服务 
24,990.48 30,000 7.14 -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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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及

提供劳

务 

森源重工 
销售设备及提供

EPC 总承包服务 
11,243.08 20,000 3.17 -43.78 

额度的

公告》

（公告

编号：

2017-0

17） 

森源东标 销售产品 1,305.24 5,000 0.37 -73.90 

小计 37,538.80 55,000 10.57 -- 

向关联

方采购

原材料

及接受

劳务 

森源汽车 
采购灯杆、预制

舱及接受劳务 
1,712.10 3,000 0.81 -42.93 

森源重工 
采购变压器底座

及接受劳务 
2,721.60 7,000 1.29 -61.12 

小计 4,433.70 10,000 2.11 -- 

向关联

方采购

原材料 

高强电瓷 采购瓷件 141.97 500 0.07 -71.61 

光伏公司 采购光伏构件 10,639.15 15,000 5.06 -29.07 

小计 10,781.12 15,500 5.13 -- 

合计 -- -- 55,023.85 83,300 -- -33.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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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如下：①

采购电力的实际发生额为不含税价格；②随着光伏行业发展与技术进步，光伏

电站建设成本降低，导致公司 2017 年度向森源重工销售设备及提供 EPC 总承

包服务的实际发生金额低于预计额度；③东标公司需要从公司采购的部分产品

订单未达预期，导致公司 2017 年度向其销售产品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额度；

④随着自配套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向森源汽车和森源重工采购的部分配件产

品及加工服务由公司自制，导致公司 2017 年度向森源汽车和森源重工采购原

材料及接受劳务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额度；⑤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需要瓷件

配套的隔离开关生产量减少，导致公司 2017 年度向高强电瓷采购瓷件的实际

发生额低于预计额度；⑥公司 2017 年分布式光伏业务收入占同类业务比重大

幅度提高，与集中式光伏相比，分布式光伏所需光伏构件成本较低，导致公司

2017 年度向光伏公司采购光伏构件产品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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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2017 年度实际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符合公司实际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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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市场行情和公

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公开，交易价格公允，不影响公司

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交易内容 

（一）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楚金甫 

注册资本：人民币201,000万元 

住所：长葛市魏武路南段西侧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机械产品、电器产品销售（范围中，涉及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未获审批的不得经营） 

截至2017年9月30日，森源集团的总资产为2,161,205.97万元，净资产为875,2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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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7年1-9月营业收入850,841.91万元，净利润72,563.7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21.33%股权，公司实际控

制人楚金甫先生担任森源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持有森源集团79.55%股权。 

3、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租赁森源集团位于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经北五路的房产、土地作为

公司的办公及生产区域并签订相关《房地产租赁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森源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租赁森源集团位于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经北五路的部分房

屋、公共场地及配套设施并签订相关《房地产租赁协议》，预计2018年房地产租赁费用

不超过1,600万元。 

因公司与森源集团及其其他部分子公司共用同一供电线路，能够按照规定要求申请

按最大需量计算电费，按照最大需量进行计量，可以节约一定的用电成本。故公司所用

电量由森源集团统一结算电费，用电价格按照公司实际使用电量和实际用电成本计量。

预计2018年采购电力不超过1,200万元。 

由于森源集团近年来不断加大对新能源领域的拓展，光伏电站在手订单较多，而公

司作为光伏电站EPC总承包商及新能源电力设备制造商， 2018年公司需向森源集团销售

商品及提供劳务的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10,000万元。 

4、履约能力 

森源集团作为一家涵盖电气制造、车辆制造、新能源发电和投资金融四大产业板块

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企业实力雄厚，且2017年荣获“中国企业五百强”，资产及财务

状况较好，完全具备相关履约能力。 

（二）森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楚金甫 

注册资本：人民币239,170.38万元 

住所：长葛市魏武路南段东侧 

经营范围：商用汽车整车、底盘及零部件、微型电动车、电动环卫专用车、沼气工

程进出料机、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制造、销售自主研发的电动场地车、移动警务

室系列产品及零部件；环卫机械、小型风电设备、太阳能及光电设备、通用设备及机电

设备、建筑工程机械、商用汽车的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装卸服务；从事货物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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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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轻卡、中卡、专用汽车、电动汽车生产销售 

截至2017年9月30日，森源汽车的总资产为550,945.76万元，净资产为200,382.39

万元；2017年1-9月营业收入349.135.29万元，净利润24,571.0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森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森源重工99.07%股权，森源重工持有森源汽车

56.31%的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楚金甫先生担任森源汽车董事长，因此森源汽车与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 

3、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与森源汽车的交易主要是采购风光互补路灯灯杆、预制舱等非关键元器件产品

及接受其非核心技术服务劳务，预计2018年公司向森源汽车采购风光互补路灯灯杆等产

品及加工服务的交易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 

4、履约能力 

森源汽车系中国国家二级企业，拥有 1 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3 个专业制造公司、

9 个专业生产厂、20 条专业化生产线，能够满足公司采购需求。森源汽车资产及财务状

况较好，具备相关履约能力。 

（三）河南森源重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楚金甫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760万元 

住所：长葛市魏武路 16号 

经营范围：专用汽车及专用底盘、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混凝土机

械、环卫机械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工程机械、混凝土机械的租赁业务；机械配

件、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车辆远程监控管理软件、

环卫运营管理软件、公务执法监管软件、物流调度管理软件开发销售；食品药品检测设

备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营业务：汽车起重机、混凝土车辆等生产和销售 

截至2017年9月30日，森源重工的总资产为1,125,549.34万元，净资产为442,397.66

万元；2017年1-9月营业收入503,544.07万元，净利润37,747.2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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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森源重工为公司控股股东森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森源集团持有森源重工 99.07%

股权，且森源重工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楚金甫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与公司构

成关联关系。 

3、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内容 

森源重工作为工艺和制造能力先进的专用装备制造企业，现有设备可保证高质量生

产公司所需的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及加工劳务，公司预计 2018 年向森源重工采购变压器

底座等产品及加工服务的交易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根据森源重工的业务需求，预计2018年公司向森源重工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的交易

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 

4、履约能力 

森源重工装备了一系列先进的数控加工设备，是国内工艺和制造能力先进的专用装

备企业之一，能够满足公司采购需求。森源重工近年来发展迅速，项目建设较多，对公

司的产品及服务需求较大，且森源重工企业信誉良好，资产及财务状况良好，完全具备

相关履约能力。 

（四）河南森源集团高强电瓷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赵中亭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住所：河南省长葛市后河镇榆林村 

经营范围：高、低压电器配件生产、销售（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能经营）。 

主营业务：高、低压电器配件生产、销售 

截至2017年9月30日，高强电瓷的总资产为4,857.00万元，净资产为4,280.08万元；

2017年1-9月营业收入1,060.51万元，净利润-154.8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森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高强电瓷是森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此与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 

3、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内容 

高强电瓷致力于高、低压电器配件的生产和销售，其252kv及以下高低压电瓷的生

产已获得国家质量体系认证。公司预计2018年向高强电瓷采购变压器用瓷件及开关用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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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交易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4、履约能力 

高强电瓷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持续优化瓷质配方和产品结构，推动产品升级和工

艺创新，完全能够满足公司采购需求，高强电瓷具备相关履约能力。 

（五）河南森源光伏构件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西山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住所：长葛市魏武大道南段东侧 

经营范围：光伏构件研发、生产、销售（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光伏构件研发、生产、销售 

截至2017年9月30日，光伏公司的总资产为27,785.36万元，净资产为10,744.77万

元；2017年1-9月营业收入11,562.48万元，净利润102.9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光伏公司是河南隆源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隆源投资有限公司是森源集团

控股子公司，因此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内容 

光伏公司致力于光伏构件领域的技术研发及在光伏电站建设中提供光伏构件产品，

随着公司光伏电站业务的拓展，预计2018年光伏公司向森源电气提供光伏构件产品的交

易金额不超过15,000万元。 

4、履约能力 

光伏公司是森源集团旗下的专业光伏构件公司，具有先进的科研能力，丰厚的产业

基础和优势，能够满足公司对光伏构件的采购需求，完全具备履约能力。 

（六）北京森源东标电气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楚文召 

注册资本：人民币8,850万元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西井路甲1号 

经营范围：生产控制柜、变频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设计及销售电

气设备、自动化控制装置、变频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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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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中高压大功率变频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截至2017年9月30日，森源东标的总资产为20,860.71万元，净资产为-12,416.85

万元；2017年1-9月营业收入5,469.97万元，净利润-2459.8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森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森源东标是森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因此与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 

3、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内容 

森源东标为能充分满足下游客户的需求，需要从公司采购其客户所需的公司部分产

品。预计2018年公司向森源东标销售商品的交易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4、履约能力 

森源东标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被授予“中压大功率变频技术北京市工程实验室”

资格，具有完整的生产加工能力和客户资源，完全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与森源集团、森源汽车、森源重工、高强电瓷、光伏公司及森源东标等关联方

的日常关联交易将坚持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规律、以市场

同类交易标的的价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参照发生交易时向其他客户采购或销售同类产

品及服务的价格确定，以确保关联销售交易价格公允。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房地产租赁、采购电力、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采购原材

料及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房地产租赁及采购电力可充分

利用森源集团的区位优势和基础设施等各项便利条件，既能满足公司正常经营需求，也

有效降低了公司租赁及用电成本；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有助于公司光伏电站 EPC 总承

包业务的全面拓展，能有效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业务协同性，促进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

快速发展；采购原材料及接受劳务有利于充分利用各关联方的自身优势，节约公司采购

及运输成本，有效降低公司相关财务费用。 

2、公司与各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坚持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公司

将参照发生交易时向其他客户采购与销售同类产品及服务的价格确定与关联方的交易

价格，参照周边区域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确定租赁价格，按照与电力供应部门约定的

价格确定采购电力价格，以确保关联租赁及采购与销售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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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利益。 

3、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和接受的劳务，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业务协同性，利用

关联方现有设备生产可以有效保证质量和及时供货，符合公司“大电气”的发展战略。

公司所购买的产品及接受的服务均不是公司产品的关键元器件或核心技术领域，不影响

公司独立性；同时，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较低，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

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所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均是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

影响。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均按照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同类产品

的供应商同等对待，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在

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严格履行了审议程序。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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