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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1-007 

转债代码：113029      转债简称：明阳转债 

转股代码：191029      转股简称：明阳转股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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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2021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人民币97,650万元，

上述预计额度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该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尚需提交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关联交易额占比小，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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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20日，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明阳智能”或“公

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张传卫先生、王

金发先生、张瑞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在上述董事会召开前，公司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并

得到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于2021年度与广东明阳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是正常的业务需要，各项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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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均按照公允的定价方式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2021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方

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持续发展；关联交易

价格公允，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董事会在审议

上述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

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未审数） 

预计金额与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原材料 

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明阳电器”） 
4,200.00 2,529.85 不适用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东电气”) 
26,400.00 25,035.88 不适用 

中山市泰阳科慧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泰阳科慧”） 
26,400.00 26,387.25 不适用 

北京博阳慧源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博阳”） 
2,310.00 664.46 不适用 

广东明阳龙源电力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龙源”） 
22.00 0.0031 不适用 

小计 59,332.00 56,262.48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动

力 

南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联合”） 
4,000.00 3,747.39 不适用 

广东电气 61.00 56.23 不适用 

华阳长青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阳长青”） 
61.00 13.60 不适用 

小计 4,122.00 3,8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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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关

联人租

赁服务 

广东龙源 120.00 101.11 不适用 

中山德华芯片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华芯片”） 
1,210.00 465.12 不适用 

小计 1,330.00 566.23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租

赁服务 

内蒙古明阳风电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内蒙设备”） 
540.00 495.00 不适用 

小计 540.00 495.00  

合计  65,324.00 61,140.93  

注释：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上述实际发生金额为未经审计的交易金额，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以公司年度报告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因国家和各地区对海上风电发展的大力支持，海上风电项目在 2021 年将逐步

进入交货期，公司预计 2021年与关联方的日常交易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

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

至 2021年

1月 20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广东

电气 
37,000.00 1.85% 1,553.68 25,035.88 0.97% 

因公司 2021 年

海上风电订单交

货量增加导致 

泰阳

科慧 
18,000.00 0.90% 1,058.24 26,387.25 1.02% 

该关联方的产品

不能应用于公司

增长的海上业

务，导致需求下

降 

北京

博阳 
6,000.00 0.30% 371.75 2,309.50 0.09% 

因公司 2021年

海上风电订单交

货量增加导致 

德华

芯片 
500.00 0.03% - - - 不适用 

华阳

长青 
3,000.00 0.15% - - - 不适用 

小计 64,500.00  2,983.67  53,732.63    

向关联 南方 30,000.00 1.14% - 3,747.39 0.13% 以前年度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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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销售

产品、

动力 

联合 未执行完毕的订

单 

广东

电气 
70.00 0.04% 3.86 56.23 0.06% 不适用 

华阳

长青 
30.00 0.02% 1.53 13.60 0.02% 不适用 

小计 30,100.00  5.40 3,817.22   

提供关

联人租

赁服务 

德华

芯片 
2,500.00 100% 31.67 465.12 82.14% 不适用 

小计 2,500.00  31.67 465.12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租

赁服务 

内蒙

设备 
550.00 7.19% - 495.00 9.22% 不适用 

小计 550.00  - 495.00   

合计  97,650.00  3,020.74 58,509.97    

注释：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原广东瑞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明

阳电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传卫 

注册资本：23,415万元 

主要股东：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持股60%） 

主营业务：研发、制造、销售、维修：各类变压器及成套设备、电力自动化

设备；技术及货物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生产、销售：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及元件、输配变电设备、电工器材、五金制品、

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维修：仪器仪表；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

制造、销售和进口计量器具；从事输配电相关技术咨询。 

住所：中山市南朗镇横门兴业西路1号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东电气总资产37,254.40万元，净资产11,352.68万

元，营业收入39,018.13万元，净利润4,379.4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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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山市泰阳科慧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超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要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1%） 

主营业务：制造、销售：智能电器设备、电气设备、自动化设备、电工器材、

电力电子产品及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光电产品、机械设备及

其零配件、五金制品；制造、销售和进口计量器具；技术推广服务。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钣金厂房一层1车间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泰阳科慧总资产12,082.71万元，净资产4,547.65万元，

营业收入11,000.70万元，净利润2,839.14万元。 

 

（三）北京博阳慧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文艺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要股东：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持股70%） 

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5号楼二层256室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北京博阳总资产1,441.82万元，净资产772.84万元，

营业收入583.72万元，净利润-23.72万元。 

 

（四）中山德华芯片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超 

注册资本：8,000万元 

主要股东：广东明阳瑞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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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从事半导体外延片、芯片、组件、系统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

生产、测试、加工、销售、咨询及技术服务等业务（不含线路板）；半导体材料

制备及芯片工艺等相关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咨询及技术服务等业务；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之二第3-4层 

关联关系概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所控制。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德华芯片总资产16,054.12万元，净资产3,826.80万元，

营业收入574.62万元，净利润-44.74万元。 

 

（五）南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庆前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主要股东：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持股61.43%） 

主营业务：新能源、分布式能源、储能项目、海上风电项目的投资、建设；

海岛供电、智能电网、新能源的技术开发、技术合作；电力设备的研发、销售。 

住所：珠海市桂山镇长梯巷8号203房 

关联关系概述：明阳智能董事担任南方联合的董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南方联合总资产215,958.22万元，净资产63,534.60

万元，营业收入17,719.54万元，净利润3,737.08万元。 

 

（六）华阳长青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传卫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要股东：久华基业（北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股80%） 

主营业务：再生基础油和润滑油研发、生产、销售；沥青防水卷材生产、销

售；收购、危废处置、固体废物治理、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除

生产性废旧金属）、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7 

生物质原料、生物质能源、新型化工材料的高科技研发、生产、销售与投资及进

出口贸易。 

住所：固始县产业集聚区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华阳长青总资产22,159.36万元，净资产4,787.30万元，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0.37万元。 

 

（七）内蒙古明阳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超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要股东：久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股67%） 

主营业务：物业服务、厂房租赁、场地租赁、设备租赁。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工业园区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所控制。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内蒙设备总资产6,539.88万元，净资产-2,444.87万元，

营业收入180.00万元，净利润-321.15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和动力、提供关联人租赁服务和接

受关联人提供的租赁服务等关联交易。 

2、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以遵循市场的公允价格为原则，交易双方将根据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公司将根据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决定与各关联方就日常关联交易签署相关

协议的具体时间，以确保日常经营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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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允的

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关联方的财务状况总体良好，风险可控，不存在潜在影响履约能力的情形。

2021年度关联交易额占公司同类业务交易额的比重小，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

影响。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有

利于公司业务稳定持续发展;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交易方式符合市场

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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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

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本议案。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 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