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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 

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为积极促进新兴产业和零部件业务的市场开拓，进一步加

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满足当前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的紧迫

需求,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对《章程》作如下修改：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高

压开关、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含变压

器、互感器、柱上开关、配电自动化

终端、输变电设备在线监测装置等）、

预装变电站、移动变电站、避雷器、

仪器仪表等电气产品和器材的研发、

生产、安装、销售、维修及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咨

询服务（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对外

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投资及投资管

理；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研

发、生产、销售、安装、改造及维修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模具及其他工

具制造；橡胶制品、绝缘制品（不含

危化品）制造；气体回收净化处理、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高

压开关、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含变压

器、互感器、柱上开关、配电自动化

终端、输变电设备在线监测装置等）、

电力金具、充换电设施、电力储能电

源系统、预装变电站、移动变电站、

避雷器、仪器仪表、电力专用车、无

功补偿装置、智能机器人、移动电力

储能装备等电气产品和器材的研发、

设计、生产、安装、销售、维修及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

培训；咨询服务（国家专项规定的除

外）；对外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或禁

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投资及投

资管理；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改造及

维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模具及其

会 议 议 题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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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监测设备制造；电力工程总承

包服务；承包与实力、规模、业绩相

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承装（修、试）

电力设施；设备融资租赁；电力供应；

电气产品贸易代理；租赁场地、房屋

及设备；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大型物

件运输。”  

 

他工具制造；橡胶制品、绝缘制品（不

含危化品）、套管的生产、销售；气体

回收净化处理、检测、监测设备制造；

电力工程总承包服务；承包与其实力、

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设备融资

租赁；电力供应；电气产品贸易代理；

租赁场地、房屋及设备；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大型物件运输。金属表面处

理及热处理加工、阀门和旋塞制造、

机械零部件加工、电动机制造、通用

设备修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高压

开关设备回收处置。” 

以上修改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特此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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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公司 2019 年度 

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审计工作中勤勉、尽责，较好地完成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

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允地反

映了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内部控制情况。考

虑到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拟继续聘请中审华会计师事

务所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

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与其签订聘任合同，决定其报酬和相关事

项。  

特此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13日 

  

会 议 议 题 之 二 



第 4页，共 8页 

 

 

关于公司调整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一、调整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情况 

根据 2019年度实际经营及合同执行情况，公司拟在年初预

计的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算基础上调整金额，具体调整情

况如下： 

（一）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19 年 

预计金额 

1-11 月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商品或

接受劳务 

平高集团及

其所属公司 
29,338 25,784 / 

国家电网及

其所属公司 
67,701 42,175 

公司部分重大项目集中在

年底交货，采购量增加 

小计 97,039 67,959 / 

销售商品或

提供劳务 

平高集团及

其所属公司 
510,340 411,868 

公司部分重大项目集中在

年底交货 

国家电网及

其所属公司 
571,679 356,641 

公司部分项目延期到明年

交货 

小计 1,082,019 768,509 / 

上市公司出

租 

平高集团及

其所属公司 
2,770 2,025 / 

国家电网及

其所属公司 
200 94 / 

小计 2,970 2,119 / 

关联贷款 中国电财 100,000 60,000 
公司拓宽融资渠道，降低

融资成本 

合计 1,282,028 898,587 / 

会 议 议 题 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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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 2019

年度调整

金额 

预计本年

度该项关

联交易总

金额 

1-11 月

实际发生

金额 

1-11 月

实际占比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

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采购商

品或接

受劳务 

平高集团

及其所属

公司 

10,861 40,199 25,784 3.67% 26,161 3.29% 

平高集团子

公司数量增

加，相应关

联交易增加 

国家电网

及其所属

公司 

16,401 84,102 42,175 6.01% 60,003 7.55% 

公司部分重

大项目集中

在 年 底 交

货，采购量

增加 

小计 27,262 124,301 67,959 9.68% 86,164 10.84% / 

销售商

品或提

供劳务 

平高集团

及其所属

公司 

80,471 590,811 411,868 50.42% 447,657 41.50% 

公司部分重

大项目集中

在年底交货 

国家电网

及其所属

公司 

-53,629 518,050 356,641 43.66% 519,161 48.12% 

公司部分项

目延期到明

年交货 

小计 26,842 1,108,861 768,509 94.08% 966,818 89.62% / 

上市公

司出租 

平高集团

及其所属

公司 

430 3,200 2,025 95.55% 1,952 68.73% / 

国家电网

及其所属

公司 

0 200 94 4.45% 566 19.93% / 

小计 430 3,400 2,119 100.00% 2,518 88.66% / 

关联贷

款 
中国电财 -40,000 60,000 60,000 26.13% 60,000 13.81% 

公司拓宽融

资渠道，降

低融资成本 

合计 14,534 1,296,562 898,587 / 1,115,500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简称“国家电网”），持有公司控股

股东平高集团 100%的股权，国家电网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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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2003年 5月 13日，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号，

法定代表人：寇伟，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贰佰玖拾伍亿元，

经营范围：输电（有效期至 2026年 1月 25 日）；供电（经批准

的供电区域）；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

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与电力供应有关的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咨询服务；进

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企

业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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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平高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平高集团”），持有公司 40.50%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成立于 1996 年 12 月 20 日，住所：

平顶山市南环东路 22号。法定代表人：成卫。注册资本：人民

币叁拾玖亿壹仟零叁拾壹万元。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高压

开关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力金具、仪器仪表等电气产

品和器材、充换电设施；电力储能电源系统的集成与销售；节

能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对

外进出口贸易；电气产品贸易代理；机电加工；机械动力设备

研制、安装、调试、改造、维修；生产生活用能源供应（需专

项审批的除外）；租赁场地、房屋及设备；太阳能发电；电力工

程设计服务；电力工程总承包服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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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

劳务人员；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职业技能培训（不含与

学历教育相关的培训或服务）。以下经营范围仅供办理分支机构

使用：餐饮，住宿，日用百货，本册制造，烟。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公司向关联方提供产品和服务，绝大多数合同通过公开

竞标方式取得，招标合同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招标规则确

定，非招标合同由双方参照同期市场价协商确定。 

2、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及半成品定价采用成本加成法

确定。 

3、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配套产成品、半成品、劳务

等，采取集中采购招标方式，非招标合同采取比价招标方式。 

4、公司向关联方出租房屋根据年折旧额，考虑房屋修理费

等费用合理确定，出租机器设备根据年折旧额合理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必须的。

多年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依照“自愿、平等、

等价”的原则，采取招投标方式或依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遵

循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不

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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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