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200771         证券简称：杭汽轮 B     公告编号：2019-03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及 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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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信息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向关联人采

购燃料和动力；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接受

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等。公司关联方介绍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33,178.50万元，2018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33,415.11万元（未经审计）。 

公司于2019年1月8日召开七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预计的议案》，与会关联董事郑斌、杨永名、叶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会议经与会非关联董事表决，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该议案。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控股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

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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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19 年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18年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料 

杭州南华木业包装箱有限公司 包装箱 公平、公正 18,060,000.00   16,659,111.12  

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发电机 公平、公正 176,724,137.93  163,751,915.81  

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汽轮机配件 公平、公正 900,000.00   427,350.43  

中机院-杭汽轮集团(杭州)联合研究院有限公司 原材料 公平、公正 2,000,000.00   1,367,042.44  

小计   197,684,137.93  182,205,419.80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 公平、公正 16,337,931.03   14,653,271.38  

小计    16,337,931.03    14,653,271.3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汽轮机、压缩机 公平、公正 8,189,655.17   50,891,902.44  

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锻件等 公平、公正 12,500,000.00   12,803,285.27  

（印度）格林绍尔动力装置私营有限公司 汽轮机备件 公平、公正 1,000,000.00   806,596.80  

小计     21,689,655.17   64,501,784.51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燃机工艺设计费、信息服

务费等 
公平、公正 35,000,000.00  94,339.62 

小计    35,000,000.00   94,339.62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费等 公平、公正 3,000,000.00   405,660.38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费、商标使用费等 公平、公正 12,173,289.23   11,502,025.20  

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运费、修理费、租赁费等 公平、公正 45,560,000.00   55,671,830.50  

杭州杭汽轮压缩机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费 公平、公正 340,000.00   339,622.64  

小计   61,073,289.23  67,919,138.72 

 合计   331,785,013.36  329,373,9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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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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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 

杭州南华木业包装箱有限公司 包装箱  16,659,111.12  10,350,000.00 0.59% 60.96% 

杭州南方通达齿轮有限公司 齿轮箱  4,658,008.35  6,560,000.00 0.16% -28.99% 

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发电机  163,751,915.81  145,840,000.00 5.79% 12.28% 

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汽轮机配件  427,350.43  2,560,000.00 0.02% -83.31% 

中机院-杭汽轮集团(杭州)联合研究

院有限公司 
原材料  1,367,042.44  1,120,000.00 0.05% 22.06% 

小计   186,863,428.14  166,430,000.00  - -  

向关联人采购燃料
和动力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  14,653,271.38  13,247,000.00 25.64% 10.62% 

小计   14,653,271.38   13,247,000.00  - -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汽轮机、压缩机  50,891,902.44  68,000,000.00 1.11% -25.16% 

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零星材料  775.28  20,000.00 0.00% -96.12% 

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锻件等  12,803,285.27  11,900,000.00 0.28% 7.59% 

（印度）格林绍尔动力装置私营有限

公司 

汽轮机备件 
 806,596.80  1,000,000.00 0.02% -19.34%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劳保用品  16,524.09  - 0.00%  

小计   64,519,083.88   80,920,000.00  - -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安装服务费等 - 3,000,000.00  -    -100.00%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费 94,339.62   140,000.00 0.20% -32.61% 

小计  94,339.62 3,140,000.00  - -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费等  405,660.38  3,200,000.00 0.09% -87.32% 

中机院-杭汽轮集团（杭州）联合研

究院有限公司 

开发设计费 
 101,886.79  150,000.00 0.02% -32.08%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费、商标使用费等  11,502,025.20  14,850,000.00 2.42% -22.55% 

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运费、修理费、租赁费等  55,671,830.50  60,540,000.00 11.70% -8.04% 

杭州杭汽轮压缩机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费  339,622.64  350,000.00 0.07% -2.96% 

小计  68,021,025.51 79,090,000.00 - -  

 合计  334,151,148.53 342,827,000.00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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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补充说明： （1）杭州南华木业包装箱有限公司、杭州杭发发

电设备有限公司、杭州南方通达齿轮有限公司、 

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机院-杭汽轮集团

(杭州)联合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杭州杭汽轮压缩机有限公司均为杭州

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汽轮集团”）

控股或存在实际控制关系为“同一控制下关联人”。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与关联方 2018

年实际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33,415.11 万

元（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37%，应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3）公司于 2018年 4月 27 日、7月 20日召开两

次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的议案》，均未获审议通过。因此公司按相关

规则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8 月 16 日、10 月 22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并确认公司 2018 年 1-9 月日常

关联交易发生额情况。 

披露日期及索引 详见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8-06、

2018-39、2018-46、2018-49、2018-59、2018-71）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1992 年 12 月 14 日 

（2）注册地址：杭州市石桥路 357 号 

（3）办公地址：杭州市庆春东路 68 号 A 座 

（4）企业性质：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郑斌 

（6）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7）主营业务：制造、加工：纺织机械、造纸机械、泵、铸件、电

动工具、变速齿轮装置、热交换器、数控数显装置及上述设备的备品

备件（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承包境外机械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与上述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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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热电工程承包及其设备成套；批发、零售：集团

成员企业生产的产品、备品配件及上述产品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

为集团成员企业采购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设备、备品配件，为集团

公司下属企业提供水、电、气供应与服务（除承装（修、试）电力设

施）；含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 

（8）实际控制人：杭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按合并报表范围） 

单位：元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汽轮集团）持有公司

479,824,8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63.64%，是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第一款：“（一）

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系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公司向杭汽轮集团租入部分土地及办公用厂房、仓库、办公室；

水、电能源服务由杭汽轮集团统一提供；商标由杭汽轮集团提供许可

使用。由于上述土地、厂房、商标等资源和能源供应服务是公司组织

生产经营的基础条件，因此上述关联交易将延续存在。 

 

（二）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1993 年 3 月 22 日 

（2）注册地址：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通二村 

（3）办公地址：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东溪路 128 号 

（4）经营性质：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年度 102,930,921,802.47 641,624,652.28 38,769,187,457.55 9,941,197,000.88 

2018年度1-9月 72,008,466,363.53  449,895,350.69  39,331,765,935.81  9,895,264,9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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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定代表人：严建华 

（6）注册资本：8000 万元 

（7）主营业务：设计、生产、销售水力发电成套设备、汽轮发电机、

电动机、水泵、电站及工矿配件、机械电气设备、自动化原件；电站

工程总承包、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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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控股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由杭汽轮集团控股，持股比例为 85%。

由于该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家关联企业集团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二）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规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本公司与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是向

其采购汽轮发电机及向其销售锻件。因用户装备成套性需要，在订购

工业发电汽轮机的同时，要求本公司为其提供发电机。 

 

（三）杭州南华木业包装箱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31 日 

（2）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桥北路 62 号 

（3）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桥北路 62 号 

（4）企业性质：国有参股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王振峰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 年度 279,803,946.31 22,459,703.33 616,473,257.76 118,749,927.34 

2018年度 1-9月 260,053,509.88  3,125,789.54  688,824,527.73  75,705,7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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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注册资本：150 万元 

（7）主营业务：木制品（木质包装箱）制造、加工及销售；销售：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木材，钢材，五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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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南华木业包装箱有限公司由杭汽轮集团参股，持股比例为

30%，与本公司同受一家关联企业集团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二）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

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 

本公司与杭州南华木业包装箱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是

向其采购产品包装箱。本公司产品采用箱板包装，为产品贮运之必需。 

 

（四）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1998 年 9 月 2 日 

（2）注册地址：杭州市石桥路 357 号 

（3）办公地址：杭州市石桥路 357 号 

（4）企业性质：国有参股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杨永名 

（6）注册资本：500 万元 

（7）主营业务：服务：维修（一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客车维修、

大中型货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批发、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 年度 12,612,643.75 451,468.87 5,746,283.31 3,167,498.92 

2018 年度 1-9 月 14,681,121.67  673,454.02   7,896,786.40   3,840,9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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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经

营活动）；服务：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除危

险品）；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

目。 

（8）主要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年度 95,500,677.65 6,031,385.14 50,911,613.76 31,422,413.04 

2018年度 1-9月 106,387,006.33  4,589,602.42   61,148,641.88  33,512,025.46  

3、与本公司的关系 

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由杭汽轮集团参股，持股比例为

30%，与本公司同受一家关联企业集团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二）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

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 

本公司与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

是委托其提供货物运输、国际货运代理、职工交通车客运、车辆维修

等服务。本公司自身不设运输服务部门，接受这些服务是必要的。 

 

（五）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11 年 9 月 30 日 

（2）注册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2 号大街 18 号 

（3）办公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2 号大街 18 号 

（4）企业性质：国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法定代表人：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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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7）主营业务：电力工程总承包；设计、安装：机电设备成套工程、

中小型火力发电工程、节能技术改造工程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成果转让【上述经营范围除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

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批发、零售：机电成套设备、

金属材料、高低压电器、电线电缆、仪器仪表、保温耐火材料。 

（8）控股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 年度 266,817,974.94 3,596,285.69 863,170,887.94 72,976,616.32 

2018年度 1-9月 155,260,547.88  1,138,201.71  840,002,652.17   74,114,818.03  

3、与本公司的关系 

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由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持股比例为 74.275%，与本公司同受一家关联企业集团控制，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二）由前项所述法

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规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 

根据双方的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销

售工业汽轮机及提供安装服务等，成为公司产品销售渠道的有益补

充。 

 

（六）（印度）格林绍尔动力装置私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5 年 10 月 19 日  

（2）注册地址：印度班加罗尔 

（3）注册资本：22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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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营业务：从事发电设备的汽轮机供货、安装和调试。 

（5）主要股东：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35.62%；外方股东 64.38%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美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 6,287,206.34 214,569.55 34,779,319.69 8,375,363.96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 10,150,418.59 146,158.79 21,667,655.90 8,497,094.60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10.1.5 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

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系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4、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 

本公司与（印度）格林绍尔动力装置私营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内

容主要是向其出售产品、商品。 

 

（七）杭州杭汽轮压缩机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14 年 7 月 9 日  

（2）注册地址：杭州市石桥路 357 号 

（3）办公地址：杭州市石桥路 357 号 

（4）企业类型：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严建华 

（6）注册资本：1000 万元 

（7）主营业务：压缩机等旋转类机械设备及辅机设备制造（在有效

期内方可经营）。 服务：压缩机产品及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设计、

技术咨询，压缩机组及成套装置的技术服务、维修和技术改造；压缩

机设备成套项目的设计；批发、零售：压缩机及配件、材料。 

（8）主要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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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 年度 4,633,297.79 -3,874,971.05 21,820,657.29 -3,043,383.61 

2018年度 1-9月   -463,897.52   20,924,406.14   -3,507,281.13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汽轮集团持有压缩机公司 42.5%的股权，压缩机公司与本公司

同受一家关联企业集团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 

本公司与杭州杭汽轮压缩机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是接

受其提供的技术服务。 

 

（八）中机院-杭汽轮集团（杭州）联合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8 年 10 月 22 日 

（2）注册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 68-1 号 1501 室 

（3）办公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 68-1 号 

（4）企业性质：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宋思远 

（6）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7）主营业务：服务：机电行业的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

备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和成果转让，电子计算机及自动化、环保

产品及资源利用产品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和成果转让，电子计算

机工程承包，环保工程承包，成年人的非证书职业技能培训、成年人

的非文化教育培训（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批发、零售：机电

设备及零配件，金属材料，监测设备及配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

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含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其他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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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经审批的一切全法项目 

（8）主要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 年度 1,543,175.73 178,018.72 2,298,759.27 1,378,416.33 

2018 年度 1-9月 1,001,243.01  46,464.54   2,237,972.05   1,424,880.87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汽轮集团持有中机院-杭汽轮集团（杭州）联合研究院有限公

司 70%的股权，该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家关联企业集团控制，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

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规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 

本公司与中机院-杭汽轮集团（杭州）联合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关

联交易内容主要是采购原材料。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上市以来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中，形成了

稳定高效的业务运行模式，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公司董事会认为以

上关联方均能履行合同，与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产品生产和销售的需要，公司将部分产品向关联方销售

和委托关联方销售公司产品，在销售过程中接受与公司产品相关的运

输、包装的关联方服务，该关联交易使生产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有效

提高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效率和做好公司主营业务。公司与关联方发生

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无损害公司利益的交易。 

2、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性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有关联交易定价机制，关联交易均按照规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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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在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需表决回避。按相关规则

规定，该议案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审议过程中关联股东需

表决回避。 

3、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交易价格按照

市场价格确定，在定价过程中遵循公平、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公司按相关规则于2018年5月14日、8

月16日、10月22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并确认公司2018年1-9月日常关联

交易发生额情况，本次公司关于确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严格履行了审批程序，属于

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交易价格遵循公

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内

容表示认可，并且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方2018年实际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总金额33,415.11万元（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5.37%，应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公司有关日常经营方面的关联交易内容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

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