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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9               证券简称：远大智能           公告编号：2019-027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概述 

2019 年 4 月 16 日，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回避 2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康

宝华先生、郑艳文先生回避了表决。 

2019 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沈阳远大智能高科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

能高科”）、沈阳远大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远大新能源”）预计与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4,845.77 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1、公司拟与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发生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原材

料、提供加工产品、商品服务、提供劳务、提供服务、技术服务、提供房屋租赁；

采购对方的产品、商品、原材料、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加工产品、商品服务、接受

提供的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2019 年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1,414 万元，2018 年度

实际发生总金额 1,260.14 万元。 

2、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智能高科拟与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发生向

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原材料、提供加工产品、商品服务、提供劳务、提供服

务、技术服务、提供房屋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2019 年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1,018

万元，2018 年度实际发生总金额 723.58 万元。 

3、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智能高科、沈阳远大新能源拟与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发生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原材料、提供加工产品、商品服务、提供

劳务、提供服务、技术服务；采购关联方的产品、商品、原材料、采购关联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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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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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加工产品、商品服务、接受提供的劳务、接受提供的服

务等日常关联交易，2019 年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2,413.77 万元，2018 年度实际

发生总金额 3,633.06 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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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止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原

材料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8 - -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 产品销售及系统集成服务 市场定价 501 - 723.58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销售产品、原材料及系统集成服务 市场定价 366 - 426.16 

小计 875 - 1,149.74 

向关联人提供

加工产品、商品

服务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委托加工 市场定价 5 - -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 委托加工 市场定价 1 - -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委托加工 市场定价 295 - 358.62 

小计 301 - 358.62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劳务服务 市场定价 1 - 0.29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 劳务服务 市场定价 1 - -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劳务服务 市场定价 33 - 0.88 

小计 35 - 1.17 

向关联人提供

服务、技术服务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软件技术服务、维修服务 市场定价 8 - -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软件技术服务、维修服

务 
市场定价 505 - -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代收采暖费、电梯日常维护、软件

技术服务、接待费服务、维修服务 
市场定价 238 2.19 31.54 

小计 751  2.19 31.54    

向关联人提供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出租房屋、厂房 市场定价 1,387 228.99 1,2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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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赁、设备

租赁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 出租厂房 市场定价 10 - -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出租房屋、厂房、设备 市场定价 443 78.27 224.16 

小计 1,840 307.26 1,484.01 

向关联人采购

产品、商品、原

材料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市场定价 5 - -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采购产品 市场定价 514 15.74 2,582.22 

小计 519 15.74 2,582.22 

向关联人采购

设备、电瓶车、

叉车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机床、电瓶车、叉车 市场定价 30.77 - - 

小计 30.77 - -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加工产品、

商品服务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委托加工 市场定价 
 

100 
- - 

小计 100 - -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劳务服务 市场定价 236 - 0.26 

小计 236 - 0.26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服务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接待、餐饮服务等 市场定价 13 - 9.5 

小计 13 - 9.5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房屋租赁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租赁厂房 市场定价 145 - - 

小计 145  - 

合计 4,845.77 325.19 5,617.06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披露日期及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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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差异（%）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技术服务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无 - 14 - -100%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

ninfo.com.cn)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 产品销售及系统集成服务 723.58 1511 0.76% -52%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销售产品、商品、原材料 426.16 530 0.44% -20% 

小计 1,149.74 2,055 - -44% 

向关联人提供

加工产品、商

品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无 - 16 - -100%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 无 - 13 - -100%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提供加工产品、商品 358.62 1920 38.35% -81% 

小计 358.62 1,949 - -82% 

向关联人提供

技术服务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无 - 6 - -100%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 无 - 8 - -100%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技术服务 24.53 100 5.81% -75% 

小计 24.53 114 - -78% 

向关联人提供

房屋租赁、设

备租赁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出租房屋、厂房 1,259.85 1,400 58.60% -10%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 无 - 7.5 - -100%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出租厂房 224.16 247 10.43% -9% 

小计 1,484.01 1,654.5 - -10% 

采购关联人提

供的产品、零

部件、商品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无 - 11 - -100%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采购产品、商品 2,582.22 4606 5.37% -44% 

小计 2,582.22 4,617 - -44%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服务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0.29 13 0.19% -98%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 无 - 1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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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提供劳务、维修服务 7.89 133 0.03% -94% 

小计 8.18 156 - -95%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服

务、技术服务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 无 - 9 - -100%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接待、餐饮服务等 9.76 308 11.94% -97% 

小计 9.76 317 - -97% 

合计 5,617.06 10,862.5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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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是双方可能签署合同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业务发展情况确定，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

额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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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核，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均属于正常的经营行

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未超过预计额度，符合公司

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未出现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利益。 

注 1：因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人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数量众多，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信息，因此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在 300 万以上且达

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单一关联人，单独列示关联方信息；其他关联人根据实际情况以同一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7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1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名称：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27 号 

法定代表人：康宝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叁仟伍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幕墙、电机、工业住宅、环境保护、水处理、机床、电力电子、

自动控制系统、自动化生产线、智能机器人、农机、现代农业设备、新材料的

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转让；技术中介服务；智能化立体仓库、智能

化物流仓储系统、智能分拣系统、智能物流输送系统、仓库管理系统、仓库设

备控制系统、智能视觉检测系统、自动导引运输车、协作机器人及工业自动化

系统、设备及配件、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和技术转让；超声波换能器、超声波驱动电源、超声波部件、超声波整机

设备、超声波测量仪器的设计、制造、维修、销售；噪声与振动控制设备、振

动检测设备及控制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安全仪器、

检查仪器、消防设备及器材的制造、安装、维修；传感器及配件、系统的技术

开发、设计、制造；物业服务；代收代缴水电费、网费；只有房屋租赁；供电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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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3,144.62 万元，净资产为

5,297.22 万元，营业收入 377.47 万元，利润总额-1,791.65 万元，净利润

-1,791.65 万元。 

1.2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 

名称：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六号街 6 号 

法定代表人：康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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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叁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整体式建筑、整体式卫生间（含卫浴设备）、整体式厨房（含厨

房设备、厨柜）、建筑配套家具、拼装式建筑构件（钢构件、钢混构件、混凝土

构件、建筑板材组合构件）、复合建筑材料、建筑五金、门窗的设计、制造、安

装及销售；建筑配套电器及附件的安装及销售；房屋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

家用电器销售；整体式建筑、整体式卫生间（含卫浴设备）、整体式厨房（含厨

房设备、厨柜）、建筑配套家具、建筑配套电器的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建筑装

饰工程、城市及乡镇规划设计；仿古建筑及园林绿化、亮化设计；产品包装服

务；建筑智能节能技术服务；机械电子设备安装；自营和代理各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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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5,662.98 万元，净资产为

-5,944.61 万元,营业收入 2,617.56 万元，利润总额-2,003.78 万元，净利润

-2,003.78 万元。 

1.3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主要企业 

1.31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名称：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三号街 20 号 

法定代表人：康宝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叁亿贰仟叁佰贰拾玖万捌仟贰佰美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铝合金天窗、幕墙、门窗、

钢结构、LED 图文显示大屏幕工程、建筑亮化、自动门及户内外遮阳、通风、

排烟系统、擦窗机、金属吊船、建筑清洗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幕墙清洗

与维护；建筑工程、公共设施内外装饰板及不锈钢装饰板的加工；工业产品配

套用机体防护罩的设计、制造、安装；地铁屏蔽门、安全门、自动售检票系统、

轨道交通设备、无障碍升降平台（不属于特种设备）；光伏玻璃、轻质墙体的设

计、制造及安装（涉及行政许可的凭相关许可证经营）；环保产品制造及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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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产业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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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195,252.70 万元，净资产

为 482,428.90 万元，营业收入 464,313.40 万元，利润总额 22,329.00 万元，

净利润 13,507.20 万元。 

1.32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三号街 20 号 

法定代表人：康宝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贰佰伍拾万元 

经营范围：铝门窗、屋顶、幕墙、不锈钢制品；室内外装修、机电装修；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机电产品加工、制造；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

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商品除外）；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电机、风力发电设备、工业风机、

气体压缩机、泵类、石油人工机械设备、轨道交通设备制造；海洋石油设备制

造及工程施工；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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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452,608.95 万元，净资产为

244,447.85 万元，营业收入 155,369.23 万元，利润总额-3,127.31 万元，净利

润-3,668.69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司、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沈阳远大铝业集

团有限公司、沈阳远大智能工业住宅有限公司及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实

际控制人同为康宝华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5 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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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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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公允

的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采用支票及电汇的结算方式。 

2、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均遵照市场价格按实际发生额不定期结算。

上述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所产生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是因公司经营业务所需。上述关联交易

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维护了交易双方的

利益，亦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不

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和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认真核查，并对该关联

交易行为予以事先认可。我们认为：公司向关联方企业销售产品、商品、房屋

租赁、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商品及劳务、技术服务、委托加工系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行为，该关联交易遵守了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

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康

宝华、郑艳文进行了回避。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签订提交议案的关联交易协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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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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