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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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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的审议情况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4月 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杨明燕女士、杨桂军先生、刘友财先生、杨桂模先生

回避表决。 

本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山东威达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集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山东威达雷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姆公司”）：公司与雷姆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日在公司签订《代购代销协议》，该协议自 2012年 1月 1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如合同到期双方未提出异议，本合同自动存续生效。该协议约定：公司向雷姆公司提供代理

采购的钢材等原材料，钢材主料价格按照公司统一采购价格计算，辅料价格按照公司实际采

购价格加收 3%的代理费计算，每月月底进行结算；另外，公司向雷姆公司提供热处理等部分

劳务，劳务价格参照市场价格，每月月底进行结算。同时，公司代理销售雷姆公司产品，按

照销售收入的 5%收取代理销售费用，每笔业务进行结算。如发生退货、坏账等不可预见的损

失，均由雷姆公司承担。公司预计 2018年向雷姆公司销售商品金额为 1,500万元，提供劳务

的金额为 700万元，代理销售雷姆公司产品金额为 9,000万元。 

2、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威达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锯业”）与威达集团于 2017

年 1月 1日在公司签订《房租合同》，该合同自 2017年 1月 1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三年。

该合同约定：山东威达锯业有限公司承租威达集团位于文登市龙山路 121 号的场地用于生产

经营，租金参照市场价格，年租金 183.21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年终付清；如合同到期双

方未提出异议，本合同自动存续生效。 

3、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威达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粉末”）与威达集团于 2017

年 1月 1日在公司签订《房租合同》，该合同自 2017年 1月 1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三年。



该合同约定：山东威达粉末有限公司承租威达集团位于文登市龙山路 121 号的场地用于生产

经营，租金参照市场价格，年租金 117.99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年终付清。如合同到期双

方未提出异议，本合同自动存续生效。 

4、威海威达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粉末冶金”）：公司威海分公司与威海粉

末冶金于 2015年 1月 1日在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自 2015 年 1月 1日起生效，有效

期为三年。如合同到期双方未提出异议，本合同自动存续生效。该协议约定：公司威海分公

司承租威海粉末冶金位于威海市文化西路 288 号的场地用于生产经营，租金参照市场价格，

年租金 142.16万元，租金按季度结算。 

5、山东威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建筑公司”）：根据公司实际需求，威达

建筑公司为公司随时提供房屋维修、小规模的建筑施工等非经常性建筑施工劳务，预计 2018

年公司接受威达建筑公司该类劳务的总金额不超过 150 万元。未来公司产生实际需求时，将

参照市场价格与威达建筑公司签订相关合同后，接受其劳务服务。 

6、威海市盛鑫门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盛鑫公司”）：根据公司实际需求，威海

盛鑫公司为公司随时提供制作门窗、看板、展示板、护栏等商品，预计 2018年公司采购总金

额不超过 300 万元。未来公司产生实际需求时，将参照市场价格与威海盛鑫公司签订相关合

同后采购其商品。 

7、威海市威达农业种植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农业公司”）：根据公司实际需求，

公司参照市场价格向威达农业公司采购农副产品发放员工福利、采购苗木用于厂区绿化，预

计 2018年公司向威达农业公司采购该类商品的总金额不超过 80万元。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8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分公司将继续履行与雷姆公司的《代购代销协议》、与威达

集团的《房租合同》、与威海粉末冶金公司的《租赁合同》，并视未来实际需要接受威达建筑

公司劳务以及采购威海盛鑫公司、威海农业公司相关商品，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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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上年发生

金额（万

元）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 

威海市威达农业种

植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80 4.78 39.76 

威海市盛鑫门窗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00 36.55 91.08 

小计 - - 380 41.33 130.84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山东威达雷姆机械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500 298.27 881.98 



小计 - - 1,500 298.27 881.98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山东威达雷姆机械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700 136.86 457.09 

小计 - - 700 136.86 457.09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山东威达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50 54.33 10.33 

小计 - - 150 54.33 10.33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商品 

山东威达雷姆机械

有限公司 
代销商品 市场价格 9,000 1,008.57 6,828.90 

小计 - - 9,000 1,008.57 6,828.90 

向关联人租

赁厂房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

公司 
租赁厂房 市场价格 302 71.71 301.20 

威海威达粉末冶金

有限公司 
租赁厂房 市场价格 143 33.85 142.16 

小计 - - 445 105.56 4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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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威海市威达农业种

植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9.76 70 100.00% -43.20% 

见注 
威海市盛鑫门窗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82.36 300 100.00% -69.64% 

济南一机床集团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4.96 0 100.00% - 

无 
山东威达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84.65 0 100.00% - 

小计 - 311.73 - - - -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山东威达雷姆机械

有限公司 

销售商

品、提供

劳务 

1,339.07 1,900 100.00% -29.53% 见注 

小计 - 1,339.07 - - - -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山东威达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33 150  10.87% -93.12% 见注 

小计 - 10.33 - - - - 

接受关联

人委托代

为销售商

山东威达雷姆机械

有限公司 
代销商品 6,828.90 8,500 100.00% -19.66% 见注 

小计 - 6,828.90 - - - - 



品 

向关联人

租赁厂房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

公司 
租赁厂房 301.20 302  67.93% -0.27% 

见注 
威海威达粉末冶金

有限公司 
租赁厂房 142.16 143  32.07% -0.59% 

小计 - 443.3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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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子公司租赁威达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厂房的日常关联

交易数额，与公司的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 

2、公司向雷姆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数额与

公司的预计差额较大，是因为威达雷姆 2017 年度相关业务需求

低于预期。 

3、公司采购威达农业公司、威海盛鑫公司商品及接受威达建筑

公司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数额与公司的预计差额较大，是因

为公司 2017年度相关业务的需求较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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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主

要的原因属实。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

求，与雷姆公司、威达建筑公司、威达农业公司、威海盛鑫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低于预计金额，是因为公司 2017 年度相关

业务的需求较少所致，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注：请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25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 2017 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山东威达雷姆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海恩瑞斯•皮特•雷姆 

成立日期：2007年 4月 13日 

注册资本：100万欧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雷姆公司50%的股份，且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刘友财先生担任雷姆公司

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构成《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生产钻夹具，销售本公司产品。 

履约能力分析：雷姆公司经营情况平稳，财务状况良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雷姆公司资产总额为 5,893.98万元，净资产为 4,810.52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6,840.03万元，净利润 2,451.76万元（经审计）。 

（2）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桂模 

成立日期：1995年 8月 10日 

http://www.cninfo.com.cn/


注册资本：4,55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威达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27.95%的股份，且公司董事长杨明燕女

士、董事杨桂模先生分别担任威达集团公司的董事、董事长，构成《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散热器、扳手制造；钢材、电器配件、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

配件、机电产品的销售；房屋租赁；备案范围内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出租给本公司的经营场地没有权利瑕疵，能满足公司的需要，协

议期内没有改变出租的计划，对于租赁协议有履约能力。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威达集团资产总额为 43,863.31万元，净资产为 25,807.69万

元，实现营业收入 318.36万元，净利润为 732.19万元(未经审计)。 

（3）威海威达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桂模 

成立日期：2004年 9月 7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威达集团持有其 60%的股份，且公司董事杨桂模先生担任威海

粉末冶金公司的执行董事兼经理，构成《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粉末冶金制品的生产、销售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出租给本公司的经营场地没有权利瑕疵，能满足公司的需要，协

议期内没有改变出租的计划，对于租赁协议有履约能力。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威海粉末冶金公司资产总额为3,144.83万元，净资产为1,685.2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66万元，净利润为 10.83万元(未经审计)。 

（4）山东威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桂清 

成立日期：2000年 12 月 13日 

注册资本：3,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威达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山东威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且公司副董事长杨桂军先生之弟杨桂清先生担任威达建筑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构成《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土木工程建筑、线路管道及设备安装；凭资质从事铝合金门窗、塑钢门窗的

安装。 

履约能力分析：威达建筑公司经营情况平稳，财务状况良好，有能力提供相关劳务。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威达建筑公司资产总额为 8,544.41万元，净资产为 4,989.2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077.51万元，净利润为 97.69 万元(未经审计)。 

（5）威海市盛鑫门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桂清 

成立日期：2012年 12 月 17日 

注册资本：1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威达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山东威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且公司副董事长杨桂军先生之弟杨桂清先生担任威海盛鑫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构

成《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铝合金金属制品、铝合金门窗、塑钢门窗的加工及销售；凭资质从事铝合金

门窗、塑钢门窗的安装。 

履约能力分析：威海盛鑫公司经营情况平稳，财务状况良好，有能力提供相关劳务。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威海盛鑫公司资产总额为 940.29万元，净资产为 495.40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277.42万元，净利润为 40.93万元(未经审计)。 

（6）威海市威达农业种植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桂清 

成立日期：2010年 8 月 3日 

注册资本：1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威达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山东威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且公司副董事长杨桂军先生之弟杨桂清先生担任威达农业公司董事长，构成《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谷物、薯类、油料、豆类、蔬菜、花卉、水果、坚果、其他园艺作物的种植；

苗木绿化。 

履约能力分析：威达农业公司经营情况平稳，财务状况良好，有能力提供相关商品。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威达农业公司资产总额为 559.58万元，净资产为 153.06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103.11万元，净利润为 12.30万元(未经审计)。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雷姆公司：公司向雷姆公司提供代理采购的钢材等原材料，钢材主料价格按照公司统

一采购价格计算，辅料价格按照公司实际采购价格加收 3%的代理费计算，每月月底进行结算，

公司向雷姆公司提供劳务参照市场价格计算，每月月底进行结算；公司代理销售雷姆公司产

品，按照销售收入的 5%收取代理销售费用，每笔业务进行结算。 

2、公司子公司、分公司承租威达集团、威海粉末冶金的经营场地，参照市场价格确定租

金。 

3、威达建筑公司、威海盛鑫公司、威达农业公司：未来公司产生实际需求时，将参照市

场价格与威达建筑公司、威海盛鑫公司、威达农业公司签订相关合同后，接受其劳务服务或

采购其商品。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雷姆公司：雷姆公司尚没有取得独立的进出口资格，其钻夹头产品的销售出口和部分

原材料的进口通过公司进行，因此产生关联交易。 

2、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租赁威达集团、威海粉末冶金公司的场地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其正

常生产经营场地的需要。 

3、威达建筑公司、威海盛鑫公司、威达农业公司：公司接受威达建筑公司劳务以及采购

威海盛鑫公司、威达农业公司商品，是为了更方便、便捷地满足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

的规模较小的建筑、维修类项目的需求，并有利于事后对提供劳务质量、商品质量的更好管

控。 

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关联方利益，不

构成对本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各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8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对该关联交

易议案予以事先认可，同意将本议案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公司 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事违反诚信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董

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核查意见： 

公司对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主要的原因属实。公司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与雷姆公司、威达建筑公司、威达农业公司、威



海盛鑫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低于预计金额，是因为公司 2017年度相关业务的需求较少所

致，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