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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相关数据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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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4月 25 日披露了

《2018 年年度报告》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66），公司在自查中发现个别数据和信息需完善，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

营业收入、净利润、现金流均不产生影响。现对部分内容予以更正，具体如下： 

一、2018 年年度报告 

1、对“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一、关联方及关联交易”“5、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更正如下： 

更正前：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爱普高分子 原辅料 2,920.32 1,118.66 

爱普高分子 线缆 - 93.37 

远东能源 代维费 199.45  

远东能源 人员借调 36.69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远东置业 线缆  71.42 

远东物业 线缆  77.1 

远东控股集团 移动电源 63.08 2.04 

专卖店 线缆 39,940.33 20,4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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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高分子 线缆 99.54 6.57 

爱普高分子 材料   

苏州福瑞智电电气有限公司 配电监测产品 22.97  

乐盛科技 线缆 25.29  

凌志环保 线缆 172.4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更正后：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爱普高分子 原辅料 2,920.32 1,118.66 

爱普高分子 线缆 - 93.37 

远东能源 代维费、劳务费 236.14 - 

远东置业 固定资产 185.81  

远东控股集团 固定资产 4.92  

远东控股集团 咨询费 8.15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远东置业 线缆 - 71.42 

远东工程 线缆 - 77.1 

远东工程 固定资产 0.32  

远东控股集团 移动电源 63.08 2.04 

远东置业 固定资产 163.57  

专卖店 线缆 39,940.33 20,472.31 

爱普高分子 线缆 99.54 6.57 

苏州福瑞智电电气有限公司 配电监测产品 22.97  

乐盛科技 线缆 25.29  

凌志环保 线缆 172.41  

2、对“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一、关联方及关联交易”“5、关联交易情况” 

“（3）.关联租赁情况”更正如下：  

更正前： 

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 上期确认的租赁费 

和灵投资 办公用房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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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 

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 上期确认的租赁费 

远东控股集团 办公用房 146.37  

和灵投资 办公用房 13.21  

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1、对“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二）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

执行情况”更正如下： 

更正前： 

类别 名称 
2018年度预计金

额(万元) 

2018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或

提供劳务 

无锡远东置业有限公司 191.38 - 

远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 

远东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 

爱普高分子技术宜兴有限公司 200.00 99.54 

其他 100.00 235.49 

小计 791.38 335.03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或

接受劳务 

爱普高分子技术宜兴有限公司 7,000 2,920.32 

无锡远东置业有限公司 191.38  

其他 100 236.14 

小计 7,291.38 3,156.46 

向关联人提供租赁 

爱普高分子技术宜兴有限公司 100 116.33 

其他 100 - 

小计 200 116.33 

其他交易  - 13.21 

合计 8,282.76 3,621.03 

更正后： 

类别 名称 
2018年度预计金

额(万元) 

2018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或

提供劳务 

无锡远东置业有限公司 191.38 163.57 

远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0.32 

远东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 

爱普高分子技术宜兴有限公司 200.00 99.54 

其他 100.00 235.49 

小计 791.38 498.92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或

接受劳务 

爱普高分子技术宜兴有限公司 7,000 2,920.32 

无锡远东置业有限公司 191.38 185.81 

其他 100 249.21 

小计 7,291.38 3,355.34 

向关联人提供租赁 
爱普高分子技术宜兴有限公司 100 116.33 

其他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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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200 116.33 

其他交易  - 159.58 

合计 8,282.76 4,130.17 

2、对“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三）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更正如下：  

更正前： 

类别 名称 
2018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2019年度预计金

额(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或

提供劳务 

凌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72.41 600 

爱普高分子技术宜兴有限公司 99.54 300 

其他 63.08 500 

小计 335.03 1,400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或

接受劳务 

爱普高分子技术宜兴有限公司 2,920.32 4,000 

远东能源有限公司 236.14 1,335 

其他 - 700 

小计 3,156.46 6,035 

向关联人提供租赁 

远东能源有限公司 - 20 

其他 116.33 100 

小计 116.33 120 

委托综合能源管理服

务（电量抄表、电费

结算和支付等） 

远东能源有限公司 - 25,335 

其他交易  13.21 1,000 

合计 3,621.03 33,890 

更正后： 

类别 名称 
2018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2019年度预计金

额(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或

提供劳务 

凌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72.41 600 

爱普高分子技术宜兴有限公司 99.54 300 

其他 226.97 500 

小计 498.92 1,400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或

接受劳务 

爱普高分子技术宜兴有限公司 2,920.32 4,000 

远东能源有限公司 236.14 1,335 

其他 198.88 700 

小计 3,355.34 6,035 

向关联人提供租赁 

远东能源有限公司 - 20 

其他 116.33 100 

小计 116.33 120 

委托综合能源管理服

务（电量抄表、电费

结算和支付等） 

远东能源有限公司 - 25,335 

其他交易  159.58 1,000 

合计 4,130.17 33,890 

注：更正后内容已加粗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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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公司坚持自查自纠，勤勉尽职，努力规范，以促进企业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