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0-009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规范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或“公司”）

的经营行为，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结合业务发展情况，对公司（含协鑫集

成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其关联方的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

计，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5,3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关联交

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9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2019 年度在上述预计范围

内，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1,531.16 万元（未经审计），

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 交易类别 

预计金额 

（2019 年

度） 

实际发生金额 

（2019 年度） 

发生 

比例 
差异 

比例 

披露日期

及索引 

1 

苏州协鑫工业应

用研究院有限公

司 

房屋租赁 2,000 1,353.82 67.69% 32.31% 

2019年1月

4日 《关于

2019年度

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的公告》

（公告编

号：

2019-002）

2 

苏州鑫之海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委托培训费 600 177.34 29.56% 70.44% 

3 
山南京能财经顾

问有限公司 
融资咨询费 1,000 0.00 0.00% 100.00% 



 

巨潮资讯

网

（http://

www.cninf

o.com.cn） 

 合计 -- 3,600 1,531.16 42.53% 57.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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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与关联方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需求和业务开展

进行的初步判断，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2、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遵循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减少关联交

易发生的原则，采用市场化原则定价，从而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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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低于预计总金额，系公司结合实

际经营情况，遵循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减少关联交易发生的原则，

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客观、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

股东利益情形。 

 

    （三）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含年初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 交易类别 

2020 年 2019 年 

预计金额 

年初至披

露日已发

生金额 

实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1 

苏州协鑫工业

应用研究院有

限公司 

房屋租赁 1500 0 1,353.82 47.99% 

2 

苏州鑫之海企

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委托培训

费 
500 0 177.34 67.08% 

3 

江苏协鑫能源

系统制造有限

公司 

厂房租赁 700 0 0 0 

4 

协鑫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 

担保费 2600 0 330.83 75.87% 

注：以上实际发生金额及比例情况尚未经年审会计师进行审计，最终数字以

会计师审计确认为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介绍 

1、苏州协鑫工业应用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04 月 19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朱战军 

注册资本：24,000 万元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 28 号 

经营范围：单晶硅、多晶硅、LED 半导体照明、OLED 显示、动力电池及相关

产品的研发、检测、销售；节约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从事本公司研发所需原辅材料、仪器设备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以及自产产品

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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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日 2018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93,724.01 142,181.40 

总负债 80,911.84 128,193.39 

净资产 12,812.17 13,988.01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6,114.17 8,140.10 

营业利润 -1,305.67 -4,980.12 

净利润 -1,175.84 -4,791.71 

 （以上 2018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第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间接持有苏州协鑫工业应用研究院有

限公司，因此该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2、苏州鑫之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04 月 14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闻曙明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注册地址：太仓市浮桥镇华苏东路 18 号 



 

经营范围：管理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招标代理、招标服务、会务服务、

商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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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日 2018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1,208.17 795.16 

总负债 1,385.60 1,700.55 

净资产 -177.43 -905.40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454.94 2,317.48 

营业利润 727.96 430.82 

净利润 727.96 418.78 

 （以上 2018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第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间接持有苏州鑫之海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因此该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3、江苏协鑫能源系统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07 月 26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东  

注册资本：22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句容市郭庄镇空港大道 886 号 

经营范围：智能电力储能一体化装置、高效能源系统设备、新能源机械控制

设备及移动式储能系统设备、工业自动化机器人应用设备的生产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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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日 2018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40,739.96  7,754.93  

总负债 34,754.67  1,228.71  

净资产 5,985.28  6,526.22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46.19 -197.2 

净利润 -46.19 -197.2 

 （以上 2018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第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间接持有江苏协鑫能源系统制造有限

公司，因此该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4、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10 月 24日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钰峰  

注册资本：88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88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力、矿业及其他工业、商业项目投资，储能、动力电池产品销

售，工矿产品销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大型设备

安装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信息化规划、信息技术管理咨询、信息系统工程

管理；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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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日 2018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6,454,741.71 5,132,096.00 

总负债 4,327,550.64 3,997,059.29 

净资产 2,127,191.07 1,135,036.70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019,253.52 1,979,208.98 

营业利润 60,413.06 47,970.01 

净利润 65,935.84 54,734.75 

 （以上 2018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协鑫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为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的履约能力 

上述各关联方均依法存续经营，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各关联方将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机制，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照合同约定或参照行业公认标

准执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与各关联方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正常业

务范围，能充分利用各方拥有的资源，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与合作共赢，促进公司

的持续稳定发展。根据公司 2019 年度与相关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预计与相关关联方在 2020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额度不超过 5,300 万元人民币。

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

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认真阅读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

关材料，发表如下意见： 

1、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 2020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中的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了解，对公司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相关的资料予以核查，

认为本次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的要求，有利于交易各方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予以认可，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交易

各方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客观、

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审议此交易事项时，关

联董事朱共山先生、罗鑫先生、胡晓艳女士、张锋先生已回避表决，其程序合法、

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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