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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9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 临 2019-009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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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各项关联交易协议均以签订经济合同形式确认，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公允价格

为定价依据，体现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

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是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和接受或提供劳务

等。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各项关联交易协议均以签订经济合同形式确认，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公

允价格为定价依据，体现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2、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上述关联

交易的表决，决议把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

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的预计，符合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客观合理、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股

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

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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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关联人采购

与主业有关的

各种原材料等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煤机有限公司 
500 左右 144.12 需求量减少 

太重香港国际有

限公司 
5,000 左右 1,637.12 需求量减少 

太重集团榆次液

压工业有限公司 
1,500 左右 2,025.17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增加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机械设备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150 左右 181.17  

智奇铁路设备有

限公司 
350 左右 38.63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减少 

太原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 
1,000 左右 1,342.19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增加 

山西太钢不锈钢

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左右 63,019.77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增加 

太重集团贸易有

限公司 
 7,155.48 新增业务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1.32  

山西省经济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4,445.81 新增业务 

山西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3,871.09 新增业务 

山西省轻工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96.57 零星采购 

山西省化工研究

所合成材料厂 
 62.04 零星采购 

山西省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76.17 新增业务 

 

2 

向关联人购买

生产经营所需

水、电、煤、

气等燃料和动

力 

山西省国新能源

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6,000 左右 6,533.25  

 

 

 

 

太重集团榆次液

压工业有限公司 
900 左右 499.16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

单减少 

智奇铁路设备有

限公司 
300 左右 80.46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

单减少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煤机有限公司 
1,500 左右 2,532.56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

单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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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关联人销售

上市公司产品

等 

北京太重机械成

套设备有限公司 
100 左右 95.81  

太重集团机械设

备租赁有限公司 
5,000 左右 4,836.21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工程技术研发

有限公司 

100 左右  
本年与此关联方无业

务往来 

 山西太钢不锈钢

股份有限公司 
1,500 左右 1,973.80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

单增加 

 山西省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830 左右 828.36  

 太原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 
500 左右 153.05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

单减少 

 山西晋城无烟煤

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400 左右  
本年与此关联方无业

务往来 

 晋能集团有限公

司 
71,000 左右 60,616.28  

 太重香港国际有

限公司 
 13,028.49 新增业务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571.64 新增业务 

 大同煤矿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495.73 新增业务 

 山西焦煤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69.90 零星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 
 50.29 零星业务 

 榆次液压集团有

限公司 
 0.78 零星业务 

4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煤机有限公司 
200 左右 128.11  

5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太重集团榆次液

压工业有限公司 
500 左右  本年此业务无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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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万

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太重集团榆

次液压工业

有限公司 

2,800.00 0.62 574.04 2,025.17 0.45 

本年向关联

方购买原材

料增加 

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煤机

有限公司 

300.00 0.07  144.12 0.03  

太重集团贸

易有限公司 

4,000.00 0.89 910.05 7,155.48 1.59 

本年与关联

方购买原材

料订单减少 

太重香港国

际有限公司 

3,500.00 0.78 912.81 1,637.12 0.36 

本年向关联

方购买原材

料增加 

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机械

设备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300.00 0.07 89.07 181.17 0.04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 

78,000.00 17.32 21,275.17 63,019.77 13.99 

本年向关联

方购买原材

料增加 

山西省国新

能源发展集

团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 

600.00 0.13 255.15   新增业务 

太原钢铁

（集团）有

限公司 

1,300.00 0.29 696.75 1,342.19 0.30  

太重集团机

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 

200 0.04 112.07   新增业务 

山西省经济

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4,445.81 0.99 

本年与此关

联方无采购

业务 

山西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3,871.09 0.86 
本年此业务

无发生额 

山西省投资

集团有限公
 -  276.17 0.06 

本年此业务

无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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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山西省轻工

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 

 -  96.57 0.02 
本年此业务

无发生额 

山西省化工

研究所合成

材料厂 

 -  62.04 0.01 零星采购 

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有限

公司 

 -  1.32 0.00 零星采购 

智奇铁路设

备有限公司 
 -  38.63 0.01 零星采购 

向关联

人购买

燃料和

动力 

山西省国新

能源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11,000.00 2.44 2,259.02 6,533.25 1.45 

本年向关联

方购买燃料

和动力增加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煤机

有限公司 

2700.00 0.42 194.15 2,532.56 0.39  

太重集团榆

次液压工业

有限公司 

2300 0.36 882.73 499.16 0.08 

预计向关联

方销售产品

订单增加  

太重集团机

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 

11,000.00 1.71 5,646.56 4,836.21 0.75 

预计向关联

方销售产品

订单增加  

太重香港国

际有限公司 

11,000.00 1.71 4,758.52 13,028.49 2.03  

北京太重机

械成套设备

有限公司 

100.00 0.02 2.73 95.81 0.01  

太钢集团临

汾钢铁有限

公司 

150.00 0.02   - 新增业务 

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 

600.00 0.09  1,973.80 0.31 

预计向关联

方销售产品

订单减少  

山西省投资

集团有限公

司 

   828.36 0.13 
本年预计此

业务无发生 

太原钢铁

（集团）有

限公司 

   153.05 0.02 
本年预计此

业务无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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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能集团有

限公司 
   60,616.28 9.43 

本年预计此

业务无发生 

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有限

公司 

   571.64 0.09 
本年预计此

业务无发生 

大同煤矿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495.73 0.08 
本年预计此

业务无发生 

山西焦煤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69.90 0.01 零星业务 

山西煤炭进

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 

   50.29 0.01 零星业务 

智奇铁路设

备有限公司 
   80.46 0.01 零星业务 

榆次液压集

团有限公司 
   0.78 0.00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煤机

有限公司 

100 0.02   128.11 0.02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山西省工业

设备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 

200.00 0.04    新增业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公司名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创民  

注册资本：129,527.6 万元 

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 号 

法定代表人：王创民 

经营范围：冶金、轧钢、锻压、起重、矿山、煤炉、焦炉、清洁型煤深加工、

环保、电控等成套设备及其工矿配件，油膜轴承、减速机、车轮车轴、液压气动

元件、液压系统、钢锭、铸件、锻件、结构件、工模具的制造、销售、安装、修

理、改造、检测、调试，技术开发、设计、引进转化、咨询服务，电子计算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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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软件开发；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化工产

品（除易燃、易爆、易腐蚀危险品）的批发零售；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物业管理；技能培训；医用氧、充装液化气体（仅限下属分公司经营）。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

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 公司名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创民  

注册资本：116,359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街 25 号 

经营范围：采掘设备、输煤(刮板机、皮带机)设备、辅助运送(无轨胶轮车、

提升机)设备、电器成套、露天采掘设备、洗选煤设备、煤焦设备、煤炭气化设

备及工矿配件、减速机的制造、销售、安装、修理、改造、检测、调试、技术开

发、设计、引进转让、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

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3、公司名称：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创民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山西榆次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液压元件及液力件、液压系统及装置、铸件、液压辅件及附件、

液压密封件、气动元件、通用仪器仪表、机械产品、电子产品、金属材料(稀有

金属除外)的制造、销售、安装、修理、改造、检测、调试、技术开发、设计、

引进转化、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普通设备租赁；复印服务；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铁矿石、建材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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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

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4、公司名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机械设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李富奎 

 注册资本：95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康乐巷 25 号 

经营范围：起重(经营项目需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需专项审批的审批后方可

经营)冶金、锻压、轧钢、金属结构件、非标设备的研制、普通机械、电器机械

的安装调试、修理、技术咨询、转让及新产品的研制、机械承重拉索、钢丝绳吊

索的制作；办公用品、五金工具、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普通机械、电器机械

零部件、钢材的批发零售。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机械设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

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5、公司名称：北京太重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郭有毅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西街 20 号 1006 室 

经营范围：销售机械设备；设备维修；技术开发；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北京太重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9 

6、公司名称：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志德 

 注册资本：16,071.43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坞城南路 189 号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维修机车车辆的主要部件、高速铁路

有关技术与设备制造以及地铁、城市轻轨的机车组及主要部件，提供相关的技术

和服务；进出口业务：相关原辅材料销售、技术服务及设备租赁业务；信息咨询

业务；采购生产、组织和维修公司产品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设备和零部件。 

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奇公司）是智波交通运输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智波公司）和意大利路奇霓铁路产品集团于 2007 年 10 月发起设

立的中外合资企业，由智波公司控股 70%。 

根据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智波公司由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分别持股 50%。上述事项已

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智奇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

具备履约能力。 

7、公司名称：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杜美林 

注册资本：1,000 万元港币  

地    址：香港金钟道 89 号力宝中心二期 36 楼 4B 室 

经营范围：无限定业务 

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8、公司名称：太重集团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贺吉 



 10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 号科技大楼 1015 室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矿山机械、通用机械设备的租赁、销售和维修服务。 

太重集团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9、公司名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工程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申昌宏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东温庄村科技创新城办公室 203 

经营范围：机电产品、冶金、轧钢、锻压、风力发电、起重、矿山、海工、

煤化工、焦化、轨道交通等重大装备及其配件开发设计、检测及技术服务；电控

系统、液压元件系统信息化智能化项目开发设计、系统集成及维护服务；机械配

套工程、电力工程、建筑工程、照明工程、消防设施工程的设计、咨询、总承包

业务及相应的项目管理与技术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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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工程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0、公司名称：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刘军 

    注册资本：64,579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小店区长风大街 108 号 

经营范围：水煤浆、冶金焦、生铁、铝钒土、腐植酸类产品和腐植酸原料的

铁路运销；为出口组织、加工煤炭；燃气经营；天然气及附属产品的开发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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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气管网的建设管理、生产经营管理及对外专营管理；天然气灶具、仪器仪表设

备的生产、加工、销售；煤炭、建材、装潢材料、纺织品、化工产品、日用百货、

五金交电、服装鞋帽、酒、土产日杂、花木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能源科学技术研究服务；信息技术管理咨询服务；铁路、道路、

货物运输代理；中药饮片、颗粒剂、中药制剂、中药提取生产制造；中药材种植；

中药研发；保健品的制造与销售；老年人养护服务；中药材的仓储、普通货物道

路运输。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规

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1、公司名称：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高祥明 

    注册资本：667,468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尖草坪 2 号 

经营范围：冶炼、加工、制造、销售钢材、钢坯、钢锭、生铁、轧辊、铁合

金、焦化产品、耐火材料、矿产品、金属制品、钢铁生产所需原材料、建筑材料、

电子产品、冶金机电设备、备品备件；技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建筑工程、建

设工程，工程设计、施工；食品经营、住宿服务，餐饮宾馆等服务业；承包本行

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所需的设备、材料和零配件的进出口；对外派

遣本行业工程生产及服务的劳务人员；(国家实行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对采矿

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的投资。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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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司名称：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志方 

    注册资本：569,624.78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尖草坪区尖草坪街 2 号 

经营范围：不锈钢及其它钢材、钢坯、钢锭、黑色金属、铁合金、金属制品

的生产、销售；钢铁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的国内贸易和进出口；批发零售建材(不

含林区木材)、普通机械及配件、电器机械及器材；技术咨询服务；冶金技术开

发、转让；冶金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推广；铁矿及伴生矿的加工、输送、

销售；焦炭及焦化副产品，生铁及副产品的生产、销售；化肥(硫酸铵)生产、销

售；生产销售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称重系统设备；工业自动化工程；工业电

视设计安装、计量、检测；代理通信业务收费服务(根据双方协议)；建设工程:

为公司承揽连接至公用通信网的用户通信管道、用户通信线路、综合布线及其配

套的设备工程建设业务，工程设计、施工；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

及所需的设备、材料和零配件的进出口。电力业务:发电业务。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规定

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3、公司名称：山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赵树槐 

    注册资本：355,020.08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南内环街 480 号盛伟大厦二层 

经营范围：对 1995 年以来发放的“山西省地方煤炭发展基金货款”进行管

理，国有资本运营。 

山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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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4、公司名称：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李鸿双 

    注册资本：390,519.56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煤炭批发经营；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

形测量、线路工程测量、桥梁测量、矿山测量、隧道测量、竣工测量；地籍测绘；

危险货物运输(1 类 1 项),危险货物运输(3 类)(有效期至 2018 年 7 月 2 日)；爆破

作业(有效期至 2020 年 9 月 29 日)； 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有线电视广告；职业教育和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工矿物资、机电设备及配件采

购、销售、租赁及维修；废旧物资收购；自有场地及房屋租赁；建筑施工、建设

工程:矿井建设,电力工程建设；电力设施安装、维修、试验(三级)；办公自动化

设施安装及维修(特种设备除外)；通信工程建设；电力供应:售电业务；电力业务: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电力设备及器材销售；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层气

地面开采；煤层气利用及项目建设；煤炭洗选及深加工；林区木材:经营加工；

道路货物运输；铁路货物运输(煤矿专用)；物流；仓储服务；装卸服务；化工；

甲醇(木醇、木精)、汽油、液化石油气、硫磺、氧(液氧)、氮(液氮)生产及销售；

食品生产:正餐服务；住宿服务；林木种植；园林绿化工程；药品生产、药品批

发、药品零售；医疗服务；文化及办公用品、家用电器零售；物资采购；自有设

备租赁；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售后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输出、技术许可、技术服务、项目研发；本企业

内部通信专网运营；通信设备及器材销售、批发零售建筑材料；养老服务业；健

身娱乐场所；物业服务；水、电、暖生活废水等后勤服务。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

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5、公司名称：晋能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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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王启瑞 

    注册资本：3,600,000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迎泽区开化寺街 86 号五层 

经营范围：煤炭的运输和销售；投资煤炭企业；煤焦科技开发、技术转让；

自有房屋租赁；能源领域投资；提供煤炭信息咨询服务；煤层气投资；发电、输

变电工程的技术咨询；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电力设备及相关产品

的采购和销售。 

晋能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

控股股东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6、公司名称：太重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荆冰彬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 号 306、307、308、309 室 

法定代表人：荆冰彬 

经营范围：机电产品、铁路装备、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环保设

备、轴承、计算机及配件、建筑材料、汽车、钢材、金属材料(稀贵金属除外）、

铁矿石及其他矿石、生铁、铁合金、冶金辅料、橡胶制品、化工产品（危化品除

外）、针纺织品、纸浆、日用百货煤炭、焦炭、有色金属材料及合金、废旧钢材、

润滑油、铝矿石的销售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废旧金属回收与

批发服务；市场信息咨询服务；仓储服务（危化品除外）；食品经营；粮油零售、

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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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集团贸易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 

17、公司名称：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李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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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7,793.41 万元 

地址：临汾市桥东街 3 号 

经营范围：采选铁矿；制作、安装、维修：钢结构、机电设备及零部件；工

程机械维修；铁路运输、吊装服务；进出口业务；设备检修和安装；防腐保温；

工业炉窑；科研：理化检验；技术咨询；固定资产及场地租赁；物资计量、计量

器具检定；劳务搬运、家政服务、停车场、计算机软件开发、咨询;服务；自动

控制系统的集成、开发、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工程、电视

监控系统；销售：计算机耗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

通讯器材（地面卫星接受设施、大功率无绳电话除外）、低压电器设备；以自有

资金投资：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业、

电力、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的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业;冶炼、加工、

制造、销售：钢材、钢坯、钢锭、生铁、铁矿石、铁精粉、烧结矿、钢铁生产所

需的原辅材料、建筑材料、耐火材料、保温材料；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以下为

分支机构经营：销售：烟酒；餐饮；住宿、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复印、打字、

业务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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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

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8、公司名称：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耿鹏鹏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地址：山西示范区新化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耿鹏鹏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施工、建设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及冶炼、电力、市政、公用、钢结构、化工石油、房屋建筑、管道、炉窑砌筑、

消防工程的施工；房地产开发；自动控制工程设计与施工；室内外装潢；消防设

施工程设计与施工；矿山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地基与基础；建材、工程设备制

造与销售；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小型工程、家电、机电设备维修，

经销水暖管件；零售汽摩车配件、建筑五金及工具；代储钢材；检验检测：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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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物业服务；承揽焊接工程及技术咨询培训；自有房屋租赁；非标制作；特

种设备：压力容器制造与安装；电梯的安装、维修；机械安装维修；电梯安装维

修；压力管道安装，锅炉安装维修；起重机械安装维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煤炭、焦炭及煤化工产品（危化品除外）的销售。化工石化

医药行业、市政行业、建筑行业、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工程的设计；工程总承包

业务与项目管理业务；公路工程施工；消防设施检测、维护保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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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规

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以上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为交易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是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和接受劳务等。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各项关联交易协议均以签订经济合同形式确认，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公允

价格为定价依据，体现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

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有关关联交易的协议，将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进程，主要采取招投标

方式定标后，分别与关联方签订经济合同。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