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20-44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增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关于 2020年 1-10月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统计分析，预计公

司与关联人发生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将超出预计的范围，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结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调增 2021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28.10亿元，调增后 2021年度预计发生金额为 105.00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原 2020年 

预计金额 

2020年 1-10

月发生金额 
调增金额 

调增后 2020年

度预计发生金

额 

采购产

品 

许继集团有限

公司 
市场定价 50,000.00 14,380.67 ——  50,000.00  

许继集团所属

子公司 
市场定价 40,000.00 22,980.16 10,000.00  50,000.00  

  其中：福州天

宇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市场定价 13,200.00 12,999.09 7,800.00  21,000.00 

  河北雄安许

继电科综合能

源技术有限公

司 

市场定价 10,000.00  1,620.97  —— 10,000.00 

  许继集团其

他所属子公司 
市场定价 16,800.00 8,360.10 2,200.00  19,000.00 

国家电网及其

所属企业 
市场定价 55,000.00 55,796.21 19,000.00  74,000.00  

小计  145,000.00 93,157.04  29,000.00   174,000.00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原 2020年 

预计金额 

2020年 1-10

月发生金额 
调增金额 

调增后 2020年

度预计发生金

额 

销售产

品 

许继集团有限

公司 
市场定价 200,000.00 138,750.52  43,300.00   243,300.00  

许继集团所属

子公司 
市场定价 50,000.00 23,061.29 ——  50,000.00  

其中：许继

集团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 

市场定价 33,000.00 14,443.53 -6,000 27,000.00 

黑 龙 江 省

电工仪器仪表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市场定价 11,000.00 1,295.68 —— 11,000.00 

许继集团其他

所属子公司 
市场定价 6,000.00 7,322.08 6,000 12,000.00 

国家电网及其

所属企业 
市场定价 370,000.00 371,614.83 208,000.00   578,000.00  

小计  620,000.00 533,426.64 251,300.00   871,300.00  

购买劳

务及水

电 

许继集团及其

所属子公司 
市场定价 700.00 248.46 ——  700.00  

小计  700.00 248.46 ——  700.00  

接受租

赁等 

许继集团及其

所属子公司 
市场定价 2,200.00 1,078.80 ——  2,200.00  

小计  2,200.00 1,078.80 ——  2,200.00  

提供租

赁等 

许继集团及其

所属子公司 
市场定价 1,100.00 1,167.29  700.00   1,800.00  

小计  1,100.00 1,167.29  700.00   1,800.00  

 合计  769,000.00 629,078.23 281,000.00 1,050,000.00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2020 年 11 月 16 日，

公司八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增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的议案》，审议结果为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董事张旭升先生、孙继

强先生、张学深先生、杜丹丹女士和檀国彪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董事

不存在需回避事项。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与

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2020 年预计发生金额超出年初预计范围的主要原因 

1.2020 年度，公司向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继集团”）所属子



 

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网”）及其下属企业采购项目增多，

使关联方采购金额超出预期。 

2.2020 年度，公司与许继集团、国家电网及其下属企业等关联方的配套供

货项目增多，使关联方销售金额超出预期。  

3.2020 年度，公司合并范围扩大，增加中电装备山东电子有限公司与许继

集团及其所属子公司、国家电网及其下属企业等关联方的销售、采购金额。 

三、关联方情况及关联关系 

1.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 

法定代表人：毛伟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82,950,000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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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许继集团的唯一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国家电网资产总额为 41,436.10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6,604.30亿元,利润 770.30亿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国家电网非失信责任主体。 

2．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许昌市许继大道 1298号 

法定代表人：张旭升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9,039.50万元 

主营业务：对电力装备、信息、环保、轨道交通、高新技术行业进行投资和



 

经营管理；商贸（涉及许可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电力装备、轨道交通设备、

新能源发电设备、节能设备、智慧城市设备的生产、销售和服务；从事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

术除外）；工程施工、安装、检修、试验及工程承包业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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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房屋租赁。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许继集团总资产为 218.79亿元，

净资产 78.08亿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117.10 亿元，净利润 4.37 亿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许继集团非失信责任主体。 

3.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尧溪路 28号 

法定代表人：郑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 39,156万元 

主营业务：电器机械及器材（含高低压输变电设备），普通机械，各种电气

和成套装置的制造、销售、代购、代销；技术咨询；输变电产品的技术服务；对

外贸易；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承装（承修、承试）电力

设施；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相应资质等级承包工程范围的工程施工；住房租赁经

营；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其他未列明的机械设备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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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156,765.31 万元，负债总额 131,783.40 万元，净资产 24,981.9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51,135.07 万元，净利润-1,331.20 万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4. 河北雄安许继电科综合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容城镇东关村东苑路 6巷 9号 



 

法定代表人：吴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00万 

主营业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电、气、冷、热综合能源产品的研发、设计、

销售和服务；用户侧节能诊断、设计、改造、检测评估；综合能源领域技术咨询

服务；综合能源信息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综合能源服务的工程咨询、

系统集成、工程承包及相关技术服务;电力工程承包；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

承接（修、试）电力设施；用能设备、配电设施运维、检修服务；工程设计、监

理及电力设施运营服务；城市综合管理平台运营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智能建

筑系统开发与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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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河北雄安许继电科综合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8,360.16 万元，负债总额 5,385.47 万元，净资产 2,974.6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717.44万，净利润 93.77万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河北雄安许继电科综合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主

体。 

5.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许昌市许继大道 1298号 

法定代表人：赵奕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万元 

主营业务：机电设备的储备、安装、调试、相关人员的培训；开展成套项目

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国内贸易（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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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除

外）；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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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及配件的销售；医疗器械经营（按《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许可证》许可事项经营）。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总资



 

产 58,761.31 万元，负债总额 49,363.66万元，净资产 9,397.65万元，2019年

实现营业收入 43,058.59 万元，净利润-456.44 万元。 

信用状况：经查询，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6.黑龙江省电工仪器仪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哈尔滨高新区科技创新城创新路 2000号 

法定代表人：李宏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销售：电磁测量技术、电工仪器仪表及配件、高低

压配电设备、电能计量箱（柜）、电能采集终端设备及配件、新能源汽车和小型

电动车的充电设施及其检测试验装置、电能计量设备和互感器及其检测试验装

置、检测实验室系统、信息安全类设备、商用密码产品、综合能源管控系统及设

备、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设备、电子元器件；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及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售后服务；电力工程技术服务；电工仪器仪表

和充电设备租赁；电力电工设备系统工程开发；进出口贸易。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黑龙江省电工仪器仪表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 30,618.43 万元，负债总额 24,253.03 万元，净资产

6,365.40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2,040.70 万元，净利润 957.71 万元。 

信用状况：经查询，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各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其经济效益和财

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本公司

的独立经营不受影响。 

四、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招标合同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招标规则

确定，非招标合同由双方参照同期市场价协商确定。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承接成套项目时，为满足用户需求，公司产品与关联方产品间存在相

互配套关系，形成一定量的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



 

产生的，符合公司业务和行业特点，交易是必要的，且将一直持续。公司与控股

股东发生的综合服务类关联交易，长期以来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序进行，降

低了公司运营成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关联交易

并未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 

六、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6日召开八届十二次董事，5名关联董事张旭升先生、

孙继强先生、张学深先生、杜丹丹女士和檀国彪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 4

名非关联董事任志航先生、尹项根先生、翟新生先生、王叙果女士以 4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增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金额的议案》。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事前认可，并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2020 年度，因公司与关联方在采购、销售、房屋租赁等方面的关联交易项

目增加，导致预计至 2020 年底的交易金额超出年初预计的发生额。本次调增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符合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均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畴之内。上述关联交易均系依据市场化、双

方自愿、公开、公平的原则开展，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公司 5名关联董事张旭升先生、孙继强先生、

张学深先生、杜丹丹女士和檀国彪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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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许继集团的唯一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国家电网资产总额为41,436.10亿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6,604.30亿元,利润770.30亿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国家电网非失信责任主体。
	2．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许昌市许继大道1298号
	法定代表人：张旭升
	注册资本：人民币319,039.50万元
	主营业务：对电力装备、信息、环保、轨道交通、高新技术行业进行投资和经营管理；商贸（涉及许可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电力装备、轨道交通设备、新能源发电设备、节能设备、智慧城市设备的生产、销售和服务；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工程施工、安装、检修、试验及工程承包业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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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房屋租赁。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许继集团总资产为218.79亿元，净资产78.08亿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17.10亿元，净利润4.37亿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许继集团非失信责任主体。
	信用情况：经查询，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信用状况：经查询，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各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本公司的独立经营不受影响。
	四、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六、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16日召开八届十二次董事，5名关联董事张旭升先生、孙继强先生、张学深先生、杜丹丹女士和檀国彪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4名非关联董事任志航先生、尹项根先生、翟新生先生、王叙果女士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事前认可，并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2020年度，因公司与关联方在采购、销售、房屋租赁等方面的关联交易项目增加，导致预计至2020年底的交易金额超出年初预计的发生额。本次调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符合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畴之内。上述关联交易均系依据市场化、双方自愿、公开、公平的原则开展，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公司5名关联董事张旭升先生、孙继强先生、张学深先生、杜丹丹女士和檀国彪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