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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69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21-033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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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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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公司于 2021年 4月 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李宏安先生、牛东儒先生、王建轩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公司其他非关联董事全

票同意通过此议案。  

2、《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

回避表决。  

    3、独立董事意见：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

董事均回避了表决，交易公平、公正、公开，该类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

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承租资产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方式 

2020 年预计 2020 年实际 

金额/元 金额/元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176,991.15 -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72,600,792.58 82,197,740.04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20,548,740.97 17,288,3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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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鼓风机集团西安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特种汽车厂）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 750.32 

西安陕鼓汽轮机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18,325,663.72 839,861.73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10,610,973.45 10,760,486.08 

西安联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研究院有限

公司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 74,516.97 

小计：   122,263,161.87 111,161,707.46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1,769,911.50 846,433.49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2,654,867.26 2,985,675.64 

西安市临潼区陕鼓水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112,035.40 76,362.39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2,654,867.26 993,237.60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2,743,362.83 180,452.68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4,867,256.64 4,224,290.71 

西安联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研究院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 175,247.53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修理 协议价 718,902.65 806,938.38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修理 协议价 1,245,283.02 360,117.66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修理 协议价 1,094,690.27 32,743.36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运输服务 协议价 1,990,291.26 2,176,832.72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印刷 协议价 70,000.00 73,527.09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后勤服务 协议价 - 386,263.13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后勤服务 协议价 11,949,141.51 12,914,589.63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接受服务 协议价 1,073,468.24 1,471,921.68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接受服务 协议价 - 13,540.00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接受服务 协议价 6,132,075.47 5,228,041.42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土建/安装 市场价 6,255,000.00 255,727.36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工程施工 市场价 2,330,188.68 1,073,379.09 

小计：   47,661,341.99 34,275,321.56 

西安陕鼓汽轮机有限公司 
购买（建）固定

资产 

购买（建）固

定资产 
市场价 254,901.96 - 

小计：   254,901.96 -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承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1,320,642.61 1,075,295.97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承租资产 土地 协议价 261,773.70 391,376.15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承租资产 设备 协议价 578,761.06 581,327.43 

小计： 
 

2,161,177.37 2,047,999.55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出租资产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方式 

2020 年预计 2020 年实际 

金额/元 金额/元 

西安市临潼区陕鼓水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 45,153.00 

青海陕鼓能源有限公司（注 1）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30,825,688.07 -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 118,003.01 

陕西鼓风机集团西安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特种汽车厂）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5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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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50,000.00 471,698.11 

西安陕鼓汽轮机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884,955.75 65,929.20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 199,600.94 

浙江陕鼓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注 2）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10,000,000.00 699,115.04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377,358.49 392,935.51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 1,403.31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 1,171,551.52 

小计： 
 

42,638,002.31 3,165,389.64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359,687.27 335,877.06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1,600,152.73 1,664,918.16 

西安联易得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 968.03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2,006,627.27 1,980,218.45 

陕西鼓风机集团西安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特种汽车厂）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134,265.45 13,959.22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24,378.18 25,876.14 

西安联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研究院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2,018.18 2,036.70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劳务服务 协议价 300,000.00 234,582.63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劳务服务 协议价 - 124,310.08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工艺性协作 市场价 3,539,823.01 4,387,610.63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复印晒图服务 协议价 - 1,363.21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运输服务 协议价 - 19,004.72 

小计： 
 

7,966,952.09 8,790,725.03 

陕西鼓风机集团西安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特种汽车厂）  
出租资产 设备 协议价 530.97 571.43 

陕西鼓风机集团西安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特种汽车厂）  
出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2,309,714.29 2,118,053.10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设备 协议价 92,035.40 92,966.38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359,047.62 393,428.58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设备 协议价 - 501,152.21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 49,000.00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 432,476.19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设备 协议价 - 28,761.06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54,285.71 54,000.00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设备 协议价 21,681.42 21,415.92 

西安联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研究院有限

公司 
出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37,000.00 37,000.00 

小计： 
 

2,874,295.41 3,728,824.87 

注 1： 2020 年预计的业务未发生。 

注 2： 2020 年预计的业务未发生。 

（三）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承租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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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

式 

2020 年实际 占同类交易

金额比例 

2021 年预计 

金额/元 金额/元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 - 1,327,433.63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82,197,740.04 4.64% 97,898,318.58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17,288,352.32 0.98% 32,135,252.39 

陕西鼓风机集团西安锅炉有限责

任公司（西安特种汽车厂）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750.32 0.00004% - 

西安陕鼓汽轮机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839,861.73 0.05% -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10,760,486.08 0.61% 20,530,973.45 

西安联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研究

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配套件采购 市场价 74,516.97 0.0042% - 

小计： 
 

111,161,707.46 - 151,891,978.05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846,433.49 0.39% 1,200,000.00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2,985,675.64 1.39% 5,309,734.51 

西安市临潼区陕鼓水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76,362.39 0.04% 80,000.00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993,237.60 0.46% 1,769,911.50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180,452.68 0.08% 1,000,000.00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4,224,290.71 1.97% -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 - 20,000,000.00 

西安联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研究

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市场价 175,247.53 0.08% 200,000.00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修理 协议价 806,938.38 3.53% 2,654,867.26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修理 协议价 360,117.66 1.58% 800,000.00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修理 协议价 32,743.36 0.14% 70,796.46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运输服务 协议价 2,176,832.72 7.09% 2,417,475.73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印刷 协议价 73,527.09 9.73% 75,000.00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后勤服务 协议价 386,263.13 1.60% -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后勤服务 协议价 12,914,589.63 53.52% 14,676,686.79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接受服务 协议价 1,471,921.68 51.75% 1,590,638.05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接受服务 协议价 13,540.00 0.48% -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接受服务 协议价 - - 188,679.25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接受服务 协议价 5,228,041.42 60.85% 6,396,226.42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土建/安装 市场价 255,727.36 0.05% 1,000,000.00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工程施工 市场价 1,073,379.09 0.20% 5,854,587.16 

小计：   34,275,321.56 - 65,284,603.13 

西安陕鼓汽轮机有限公司 
购买（建）

固定资产 

购买（建）固定资

产 
市场价 - - 98,039.22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建）

固定资产 

购买（建）固定资

产 
市场价 - - 557,440.94 

小计：   - - 655,480.16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承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1,075,295.97 21.01% 806,471.98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承租资产 土地 协议价 391,376.15 7.65% 196,330.28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承租资产 设备 协议价 581,327.43 11.36% 584,070.80 

小计：   2,047,999.55 - 1,586,8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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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出租资产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

式 

2020 年实际 占同类交易

金额比例 

2021 年预计 

金额/元 金额/元 

西安市临潼区陕鼓水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45,153.00 0.0006% - 

青海陕鼓能源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 - 21,300,000.00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118,003.01 0.0015% -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471,698.11 0.0059% - 

西安陕鼓汽轮机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65,929.20 0.0008% -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199,600.94 0.0025% 176,991.15 

浙江陕鼓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699,115.04 0.0087% 20,000,000.00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392,935.51 0.0049% 400,000.00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1,403.31 0.00002% -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1,171,551.52 0.015% -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 - 155,963.30 

西安城市客厅综合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注 3） 
销售商品 产品 市场价 - - 200,000,000.00 

小计：   3,165,389.64 
 

242,032,954.45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335,877.06 4.05% 355,902.98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1,664,918.16 20.09% 1,636,418.09 

西安联易得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968.03 0.01% 1,000.00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1,980,218.45 23.90% 3,132,568.44 

陕西鼓风机集团西安锅炉有限责

任公司（西安特种汽车厂）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13,959.22 0.17% 15,344.42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25,876.14 0.31% 25,112.56 

西安联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研究

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水电暖服务 协议价 2,036.70 0.02% 2,036.70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劳务服务 协议价 234,582.63 2.72% 280,000.00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劳务服务 协议价 124,310.08 1.44% 207,547.17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工艺性协作 市场价 4,387,610.63 35.42% 7,000,000.00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复印晒图服务 协议价 1,363.21 6.31% 1,500.00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运输服务 协议价 19,004.72 0.22% 21,000.00 

小计：   8,790,725.03 - 12,678,430.36 

陕西鼓风机集团西安锅炉有限责

任公司（西安特种汽车厂）  
出租资产 设备 协议价 571.43 0.01% 265.49 

陕西鼓风机集团西安锅炉有限责

任公司（西安特种汽车厂）  
出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2,118,053.10 29.21% 1,154,857.14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设备 协议价 92,966.38 1.28% 94,690.27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393,428.58 5.43% 455,238.10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设备 协议价 501,152.21 6.91% 599,115.04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49,000.00 0.68% 84,000.00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432,476.19 5.97% 457,523.81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设备 协议价 28,761.06 0.40% 28,495.58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54,000.00 0.74% 54,000.00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设备 协议价 21,415.92 0.30% 21,4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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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联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研究

院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房屋 协议价 37,000.00 0.51% 37,000.00 

小计： 
 

3,728,824.87 - 2,986,601.36 

注 3：新增关联方，预计与此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业务。 

二、关联方及其关联方关系 

（一）存在关系的关联方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与本企业 

关系 
经济性质 

法人 

代表 

西安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西安市国家民

用航天产业基

地雁塔南路

391 号正衡金

融广场 B 幢

21-25 层 

对授权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及资本运营；

与资产整合有关的土地开发及房地产开

发、销售和物业管理；项目咨询、信息咨

询及管理咨询服务。 

控股股东的股东 国有独资 金辉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

公司 

西安市临潼区

代王街办 

分布式能源及能源互联一体化项目的设

计、技术研发、工程总包、建设及运营管

理；分布式能源及能源互联一体化成套设

备、大型压缩机、鼓风机、汽轮机、燃气

轮机、通风机、各种透平机械、仪器仪表、

智能化设备、自动化装备及其他机电产品

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安装调试、

售后与维修服务及再制造；机械设备零部

件加工；产品设备及系统方案的全周期智

能化监控诊断、技术咨询、信息系统管理

咨询；产品及设备软件开发、技术服务；

国有资产经营；受本企业下属以及其关联

企业的委托，为其提供管理服务、企业内

部职（员）工培训；房地产开发与租赁；

物业管理；水、电销售；期刊、杂志出版；

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机电产品

及原辅材料、工程设备、金属材料、劳保

用品、建筑材料、电子产品及元器件、五

金交电、农副产品、木材及制品、矿产品、

润滑油、化工产品及原材料（危险品除外）、

煤炭及制品（不含仓储及现场交易）、日

用百货的采购与销售；仓储、普通货物道

路运输；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上述

经营范围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

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

不得经营） 

控股股东 国有独资 李宏安 

扬州秦风气体有限公司 

扬州市广陵区

李典镇秀清村

环洲大道西侧 

工业气体应用技术的研发及提供相关咨

询。危险化学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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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食品添加剂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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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控股子公司秦风

气体之全资子公

司 

有限责任公

司 
朱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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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西安市高新区

沣惠南路 8 号

办公楼 6 层 

许可经营项目：一般经营项目：能量转换

系统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节能项目诊断

评估、能效分析、设计、改造、运营、服

务；能量转换系统及节能环保工程设计及

工程造价；自动化设计、软件开发、系统

集成制造及销售；机电设备（不含特种设

备）安装；工程项目总承包及相关设备和

材料的采购；工业气体设备和污水处理设

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及技术咨询；货物

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限制和禁止进

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

围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 
刘海军 

西安陕鼓通风设备有限公

司 

西安市临潼区

代王街办 

一般经营项目：大型鼓风机、通风机及各

种透平机械的开发、制造、销售、维修、

服务；各种通用（透平）机械设计、技术

咨询、成套安装、调试、工程建设及设备

安装。(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

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 
席怀冀 

渭南陕鼓气体有限公司 

陕西省渭南市

华州区陕化工

业园区 

各种工业气体的生产、研发和销售；气体

应用技术的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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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秦风

气体之全资子公

司 

有限责任公

司 
 李文龙 

石家庄陕鼓气体有限公司 

石家庄循环化

工园区化工中

路 99 号 

氧气、液氧、氮气、液氮、液氩的生产与

销售（有效期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工

业气体应用技术服务。（法律法规规定需

办理前置许可的项目，未经批准不得经营） 

控股子公司秦风

气体之全资子公

司 

有限责任公

司 
付庭强 

徐州陕鼓工业气体有限公

司 

铜山区利国马

山钢铁城 

氧[压缩的]、氧[液化的]、氮[压缩的]、氮[液

化的]、氩[压缩的]、氩[液化的]生产、销售；

工业气体应用技术研发及相关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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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秦风

气体之全资子公

司 

有限责任公

司 
程卫江 

唐山陕鼓气体有限公司 
迁安市木厂口

镇木厂口村 

氧（压缩的）、氮（压缩的）、氩（压缩

的）、氧（液化的）、氮（液化的）、氩

（液化的）制造（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工业气体应用技术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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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秦风

气体之全资子公

司 

有限责任公

司 
张建生 

开封陕鼓气体有限公司 
开封市祥符区

新城路西侧 

氧（压缩的或液化的）、氮（压缩的或液

化的）、氩（压缩的或液化的）；工业气

体应用技术的相关咨询服务。 

控股子公司秦风

气体之全资子公

司 

有限责任公

司 
朱睿军 

西安陕鼓节能服务科技有

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

沣惠南路 8 号

办公楼五层 

一般经营项目：节能项目诊断评估，能效

分析、设计、改造、运营、服务；节能机

电产品采购、集成制造、销售及安装；能

量转换系统、节能环保工程设计及技术咨

询；工程项目总承包及相关设备、材料的

采购及销售。（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专控

及前置许可项目） 

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 
宋选利 

陕西秦风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 

陕西省西安市

高新区沣惠南

路 8号综合楼 7

层 

工业气体项目的开发与建设；工业气体设

备的研发、成套、采购及销售；气体应用

技术的开发、销售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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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 
股份有限公

司 
刘金平 

准格尔旗鼎承气体有限责

任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准格尔旗

沙圪堵镇伊东

氮【压缩的和液化的】、氧【压缩的和液

化的】的生产销售。 

控股子公司秦风

气体之全资子公

司 

有限责任公

司 
程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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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循环经济

园区内 

章丘秦风气体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

章丘区刁镇旧

西村西、O 九路

北 

氮（液化的）35000 吨/年、氮（压缩的）

543120000 立方米/年、氧（液化的）50000

吨/年、氧（压缩的）602688000 立方米/

年、氩（液化的）31000 吨/年生产、销售

（以上项目在审批机关批准的经营期限内

经营）；工业气体应用技术的开发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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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秦风

气体之全资子公

司 

有限责任公

司 
马俊山 

铜陵秦风气体有限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

经济技术开发

区翠湖六路北

侧、天王山大道

东侧 

工业气体应用技术的开发及相关咨询服

务，危险化学品生产，在厂区内销售自产

产品，食品添加剂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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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秦风

气体之全资子公

司 

有限责任公

司 
曹可锋 

六安秦风气体有限公司 

安徽省六安市

霍邱经济开发

区环山村 

气体应用技术开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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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秦风

气体之全资子公

司 

有限责任公

司 
贾小虎 

西安长青动力融资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西安国际港务

区陆港大厦 8

层 0806-163 室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

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商业保理业务（非银行融资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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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 
周卓声 

陕鼓动力（香港）有限公

司 
香港 贸易及投资蒸汽轮机生产销售 子公司 

陕鼓动力（卢森堡）有限

公司 
卢森堡 贸易及投资 

全资子公司陕鼓动力（香港）有限公司之子公

司 

EKOL 公司及其控股公司 捷克 电力工程设备的制造与供应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陕鼓动力（卢森堡）

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陕鼓动力（印度）有限公

司 
印度 

透平设备供应及 EPC 工程总包，进出口代

理 

全资子公司陕鼓动力（香港）有限公司之控股

子公司 

（二）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与本企业 

关系 
经济性质 

法人 

代表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西安市太白南

路 335 号 

国有资产经营，缝制设备、机械设备、服

装箱包、汽车配件、塑料制品的研制、生

产、销售等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李宏安 

陕西鼓风机集团西安锅炉

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

红光路中段 95

号 

B 级锅炉制造、改装运油车、加油车、BRI

压力容器制造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李育林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西郊劳

动路北口 

自动化仪表与成套装置、自动化系统、办

公自动化设备、工厂自动化设备、计算机

硬件及软件、机床数控系统等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王莉 

西安陕鼓骊山通风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 

西安市临潼区

代王街办陕鼓

路 18 号 

大型鼓风机、通风机及各种透平机械的开

发制造销售维修服务等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陈锋让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制造有

限公司 

西安市临潼区

代王街办 

鼓压风机备件及辅机制造、销售、检修、

安装、调试等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魏占强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有限公

司 

西安市莲湖区

大庆路 

企业资产管理咨询；房地产的开发、经营

和租赁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任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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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陕鼓汽轮机有限公司 
西安市临潼区

代王街办 

汽轮机及其辅助设备、备品、配件设计、

生产；批发、零售，中小型发电设备成套

销售；技术服务。（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公司之联营企

业 
有限责任公司 牛东儒 

西安市临潼区陕鼓水务有

限公司 

西安市临潼区

代王街道办事

处 

自来水及污水处理配套设施、固体废弃物

处理设施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环

保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可再生能源及相关

设备的应用；污水处理设备的安装工程服

务；水处理设施、环境工程、市政工程的

项目咨询服务。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张建峰 

西安陕鼓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西安市高新区

沣惠南路8号综

合楼 408 室 

透平机械及各种设备运行状态的监控诊

断、维修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成套安装调试；计算机软硬件产

品、信息化产品、智能化产品及电子产品

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安装、调试、

系统集成与服务；信息系统管理咨询、运

行管理服务。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翟天奎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西安市高新区

科技路 33 号国

际商务中心

23-24 层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

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

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

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

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

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

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

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

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

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

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过去 12 个月内

本公司高管兼任

对方的董事 

股份有限公司 高成程 

青海陕鼓能源有限公司 

青海省海西州

大柴旦镇建设

西路统计信息

平台综合楼 

新能源发电项目；电力和蒸汽供应；热电

联产项目、供热供电项目的投资、建设、

运营；节能技术及产品的集成与服务；节

能改造项目信息咨询与投资。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张瑾 

浙江陕鼓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浙江省丽水市

莲都区绿谷大

道 238 号 808 室 

污水处理项目、节能环保项目、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项目、新能源及清洁能源发电、

供暖、供汽及供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

营；节能环保技术及产品的开发、集成与

服务；节能改造项目信息咨询与投资、节

能环保技术贸易。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秦夏 

西安联创分布式可再生能

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

沣惠南路8号综

合楼 403 室 

分布式能源项目、可再生能源项目、节能

环保项目、新能源项目的技术研究、开发、

推广、技术咨询、技术贸易、设计、试验、

销售及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可行性研究、项目评价、知识产权管

理等公共服务；产业孵化投融资管理、成

果转化、研究成果孵化、企业孵化器管理

等。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贾亚妮 

陕鼓欧洲研究发展有限公

司 

德国杜塞尔多

夫 

公司从事技术研究与发展、咨询、服务、

转让与培训、投资、金融、国际贸易以及

在机械制造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与发

展。公司可以进行各种直接或间接服务于

公司目标的业务，可以成立分公司，也可

以与相同或类似公司进行合伙。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范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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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城市客厅综合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西安高新区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热力生产

和供应；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

工程施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环保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工业机器

人制造；智能机器人销售；智能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销售；节能管理服务；工程管理

服务；能量回收系统研发；电力行业高效

节能技术研发；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

造；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新能源

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市

政设施管理；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

碳封存技术研发；软件开发；气压动力机

械及元件制造；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

矿山机械制造；电动机制造；智能控制系

统集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燃气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发电、

输电、供电业务；电力设施承装、承修、

承试；建设工程设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设计；

特种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 

受同一企业控制 股份有限公司 任矿 

西安联易得供应链股份有

限公司 

西安国际港务

区 

一般项目：谷物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棉、麻销售；林业产品销售；农副产品销

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针纺织品及原料批

发；日用百货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建筑材料

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功能玻璃和新型光

学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

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子元器

件批发；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劳动

保护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润滑油销

售；电子元器件零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气机

械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纸制品销售；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仓储服务；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互联

网安全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服

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人工智

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大数据服

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

统；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

财务咨询；资产评估；市场调查；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环

保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受同一企业控制 股份有限公司 黎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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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能评估服务；节能管理服务；煤炭

及制品销售（不含仓储和现场交易）。(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黄金及其制

品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第一

类增值电信业务；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

运）。 

西安长青易得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 

西安国际港务

区 

机电产品与设备、机械产品与设备、原辅

材料、工程设备、金属材料、劳保用品、

建筑材料、黄金及制品、橡胶及橡胶制品、

电子产品及元器件、五金交电、农副产品、

木材及制品、矿产品、润滑油、化工产品

及原材料(危险品除外)、日用百货、煤炭及

制品（不含仓储和现场交易）、纸质用品

的销售及网上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经营； 计算机信息系统、互联网科技创新

平台、电子商务系统及软件设计、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

售、数据库服务及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

仓储、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承接国内外铁

运、空运、海运货物运输代理；商务信息

咨询。 

受同一企业控制 股份有限公司 黎凯雄 

西安鑫源产业投资中心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陕西省西安

市高新沣惠南

路 8 号陕鼓动

力大楼 108 室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资产

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及保险资产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与管理服务;技术咨

询;财务咨询(不含代理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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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合伙） 

西安济源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 

西安市太白南

路 335 号 

经营系列工业缝纫机，特种工业缝纫

机，机电一体化产品，机械设备的研

制、开发、生产及销售，高新技术产

业的投资开发，信息咨询服务等。 

关联自然人担任

董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的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杜俊康 

西安长青恒业商业保理有

限责任公司 

西安国际港务

区陆港大厦八

层 0806—356

室 

商业保理业务；个人商务服务；财务

咨询；企业征信业务 
受同一企业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杨莉 

   三、关联方交易相关说明 

    （一）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及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货物购销合同、服务协议等，公

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无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

定；无市场价格的，按成本加成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对无法按照成本加成定价的特殊

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以确定公平、合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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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资信状况良好，与本公司存在长期稳定关联关系，具备

良好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的款项无信用风险，不会形成呆账、坏账。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

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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