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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 2020-008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提示： 

1、是否需要股东审议：是 

2、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的定价参考市

场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关业务的开展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召开四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璞临先生、任世宏先生、袁武

军先生、尚和平先生、张凯先生与胡军旺先生回避表决，3 名非关联董事（均为

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发表

了独立意见：（1）公司 2020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2）公司 2020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以前年度交易的延续，新增关联

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风险较低并且可控；（3）公司 2020 年

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认为

公司 2020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维护了

全体股东，包括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19 年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预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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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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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所确定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及额度内执行，交易

公允且未对公司造成任何风险，亦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2019 年度公司

预计与关联方发生交易总额 130,000.00 万元，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总额 36,003.07

万元。其中：预计关联采购 16,250.00 万元，实际发生关联采购 10,995.86 万元；

预计关联销售 13,750.00 万元，实际发生关联销售 11,822.21 万元；预计向关联方

拆借资金 100,000.00 万元，实际向关联方拆借资金 13,185.00 万元。2019 年度，

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采购及销售额均未超过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详情见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度预计发生

金额 

2019 年度实际发生 

金额 

1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及设备 

兰石集团 /  

兰石集团下属子公司 10,218.00 5,490.51 

小计 10,218.00   5,490.51 

2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和

动力 

兰石集团 4,160.00 4,140.07 

 兰石集团下属子公司 / / 

小计 4,160.00 4,140.07 

 

3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服务 

兰石集团 25.00 45.97 

兰石集团下属子公司 1,847.00 1,319.31 

小计 1,872.00 1,365.28 

向关联方采购总计 16,250.00 10,995.86 

1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兰石集团 1,065.00 646.26 

兰石集团下属子公司 9,820.00 10,035.32 

小计 10,885.00 10,681.58 

2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服务 

兰石集团 620.00 314.41 

兰石集团下属子公司 2,245.00 826.22 

小计 2,865.00 1,140.63 

向关联方销售总计 13,750.00 11,822.21 

1 向关联方借入资金 兰石集团及下属子公司 100,000.00 13,185.00 

向关联方借入资金总计 100,000.00 13,185.00 

关联交易总额 130,000.00 36,003.07 

（三）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公司在 2019 年度已发生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对 2020 年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

的日常生产经营性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总额较 2019 年有所下降，2020 年度预

计关联交易总额为 99,050.00 万元，其中：关联采购 11,450.00 万元，关联销售

7,600.00 万元，与关联方拆借资金不超过 80,000.00 万元。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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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度预计 

发生金额 

 

1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及设备 

兰石集团 3,585.00  

 兰石集团下属子公司 380.00 

小计 3,965.00 

2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和

动力 

兰石集团 4,252.00 

兰石集团下属子公司 / 

小计 4,252.00 

3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服务 

兰石集团 63.00 

兰石集团下属子公司 3,170.00 

小计 3,233.00 

向关联方采购总计 11,450.00 

1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

品 

兰石集团 2,495.00 

兰石集团下属子公司 3,715.00 

小计 6,210.00 

2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

务 

兰石集团 487.00 

兰石集团下属子公司 903.00 

小计 1,390.00 

向关联方销售总计 7,600.00 

1 与关联方拆借资金 兰石集团及下属子公司 80,000.00 

与关联方拆借资金总计 80,000.00 

关联交易总额 99,05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说明 

1、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金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177286.3092 万元 

经营范围：通用设备、新能源装备及专用设备项目的设计、制造、成套与安

装（不含特种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技术培训与咨询及信息服务；黑色金

属及有色金属冶炼、铸造、锻造、热处理、加工，钢锭、钢坯的生产销售；冶炼、

铸造、锻造、热处理工艺技术及材料的研发、推广及服务；模型工装模具的设计

制造；工矿物资经营及储运（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民通爆炸物的销售与运输）；自

营设备及材料的进出口；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

备）销售；城市智能技术开发、设计、技术咨询；电子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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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以上两项凭资质经营）房屋及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

赁业务）；住宿及餐饮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管理服务；国内外广告发布

代理；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包装服务；旅游项目开发及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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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兰州兰石能源装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俊峰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8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石油钻采装备工程、能源化工装备工程、热交换装备工程、通用

装备工程、新能源装备工程、信息与自动化装备工程、热加工产品及新材料的技

术研发、设计、销售、租赁、安装调试及其成套与工程总承包（EPC）；工程咨

询与技术服务；成套装备工程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有限制的除外）。（凡涉及行

政许可或资质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经营）。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兰州兰石石油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栓印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4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石油工业专用设备设计、制造、销售、安装、维修、咨询及相关

工程技术服务；石油工业专用设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起重机械的安装、改

造、维修；电梯修理；橡胶密封制品的生产、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安

装、销售；机电安装；新能源装备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各类专用车、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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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销售、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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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兰州兰石集团兰驼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新能源车、特种改装车、摩托车、电动车、专用车、环卫专用设

备及移动厕所的生产、销售、租赁及维修；机动车维修；装配式建筑、集装箱及

延伸产品、集成房屋、移动厕所及垃圾箱的生产、销售及维修；低速载货汽车、

拖拉机、收获机械、耕种机械、畜牧机械、烘干机械、农产品加工机械及其他农

业机械的生产、销售、租赁及维修；土地耕整、播种作业、农作物收获、农产品

加工及其他农业机械化生产服务、农业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农机安全技术检验、

农机操作及安全生产指导服务；普通机械的生产、批发零售，电器机械及器材、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批发零售及维

修。涉及机械设计及制造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房屋建筑工程、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工程、水电暖安装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劳务

分包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及网络布线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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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5、兰州兰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亓军正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钢结构制作安装（以上凭资质证经营）；机电设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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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工程；储罐（不含压力容器）、金属结构件、炼化、石油钻采机械、电力设备、

环保设备、冶金设备的制造销售；建材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搬运装卸；

国际运输；压力管道的安装、锅炉的安装改造维修 （以上各项在许可证有效期

内经营）；装饰装修工程、拆除工程、土石方工程、园林绿化、金属表面处理加

工制造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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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6、兰州兰石雅生活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庆伟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管理；物业公共设施设备维修、管理；机

电设备维修、管理；电梯维修、保养管理；家政服务；清洗保洁服务；水电暖安

装与维修；供暖服务;会务会展服务；水电暖费代收代缴服务；增值电信业务；

房屋装饰装修；园林设计与施工养护；市政工程；绿化工程；建筑工程；建筑智

能化工程设计施工；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楼宇清洗工程；二次供水设施

清洗消毒；地面石材清洗；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类业务）;

初级农产品、日杂百货、劳保用品、环卫绿化工具设备、建筑材料、五金批发零

售；花卉花木租售；自有林业场地出租；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林木种植；餐饮

服务；房屋拆迁。（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7、兰州兰石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刚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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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6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酒店经营，卷烟零售，雪茄烟零售，酒水零售，房屋租赁，特大

型餐馆（热菜，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休闲娱乐，商务服

务，商业运营管理，速冻小包装食品、土特产、糖果饮料、糕点、日用香料、调

味剂、预包装及散装食品、米面制品、罐头、奶制品、粮油、茶叶、蔬菜、水果、

肉蛋禽、日用百货、五金机电、保健食品的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限制

或许可的项目凭许可或审批经营）。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8、兰州兰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向辉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工程项目综合服务；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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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9、兰州兰石能源装备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纲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石油钻采机械、炼油化工机械、锻压机械、铸造机械、轴承、液

压件、标准紧固件、模具、水污染防治设备、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固体废物处理

设备、金属铸锻件、通用零部件、换热设备等机械设备及大中型石油化工项目的

设计、销售、安装、维修、工程承包及进出口业务；机械制造领域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引进等；翻译、展览展示服务；机电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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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原材料、物资供销业务。（凡涉及行政许可或

资质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经营）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0、甘肃兰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灿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578.00 万元 

经营范围：轻型客车及底盘、摩托车、拖拉机、普通机械的生产、批发零售，

电器机械及器材、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的批发零售，代运，机械维修。农用运输车、环保设备的的生产及销售；停车服

务。（凡涉及行政许可或资质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经营）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兰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1、主要内容：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采

购和销售产品。 

2、公司与关联方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均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体现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均因公司日常业务经营所产生，将有助于公司业务的正

常开展，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降低成本。 

2、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交易的定价参考了市场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3、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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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公司四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四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四届五次董事会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