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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1-013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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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不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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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2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

议案。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前出具了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书面意见，亦

出具了同意该议案的书面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是公司根据以往年度同类关联交易发生情况，结合 2020 年订货和采购情况预

计的，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正常交易行为。 

公司对于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是依据市场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关联

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合理；关联交易决策和批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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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阳泉华越创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8,600 13,408.65 关联销售总体

执行情况良

好，与预期基

本一致。华创

关联采购因实

际情况调整，

未能按原预计

执行 

阳泉煤业华创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600 657.13 

山西西山中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1,000 12,229.54 

向关联方购

买原材料 

阳泉华越创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2,000 6,635.37 

浙江中煤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1,800 1,343.12 

向关联方租

用办公楼 
王爱华 62.86 62.86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本年 1-3月

份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 

联方 

销售 

商品 

 

 

阳泉华越创力采掘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 
10,000 2,569.12 13,408.65 

2021年受煤炭行业

影响及客户需求不

同，预计关联销

售、采购将有一定

的变动。 

阳泉煤业华创自动化

工程有限公司 
30 15.65 657.13 

山西西山中煤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9,050 248.01 12,229.54 

向关联

方购买

原材料 

阳泉华越创力采掘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 
7,679 2,722.25 6,635.37 

浙江中煤液压机械有

限公司 
3,350 34.92 1,343.12 

向关联

方租用

办公楼 

王爱华 62.86 15.71 62.8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方关系 

（一）阳泉华越创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 8月 20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郑绍兵 

注册地、主要生产经营地： 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义白路东侧北海路三亚街 1号 

股权结构： 
阳泉煤业集团华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分别持有

其 51%、49%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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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制造、销售、修理采掘机械及其配件（法律、行政法规

及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审批的，应取得审批或许可后持营

业执照方可经营）。工业自动化系统技术开发、矿山电

气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通用零

部件、机械设备（不含汽车）、五金、交电、电线、电

缆、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仪器仪表、

钢材、木材、建材、耐火材料、机电安装维修（不含特

种设备） 

关联关系 同本公司系联营企业 

 

（二）山西西山中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 8月 18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久华 

注册地、主要生产经营地： 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西机路 72号 

股权结构：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本公司分别持有其

51%、49%的股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一般经营项目：

矿山机电设备及其零配件、生产、销售、修理；矿山

机电设备的技术研发；钢材、建材、有色金属（不含

贵稀金属）、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煤制品（不含

洗选煤）的销售。 

关联关系 同本公司系联营企业 

 

（三）阳泉煤业华创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 11月 29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郭建银 

注册地、主要生产经营地： 
山西省阳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义白路东侧（北海路

三亚街 1号） 

股权结构： 
阳泉华越创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经营范围： 

自动化系统工程集成的制造、开发、安装;数字

化、智能化矿山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运营维护;机

电设备安装、修理;修理变频器、开关柜、可编程

控制系统;生产、安装、修理矿山电气设备及传感

元件;销售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机械设备、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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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电、电线电缆、建材、耐火材料、铝材、一般劳

保用品、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

易制毒化学品);机电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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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本公司系联营企业 

 

(四) 浙江中煤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 02月 05日  

注册资本：  7,173.93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2,376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汪荣争  

注册地、主要生产经营

地：  

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荷盛村建宇路 3号（中煤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三楼）  

主要股东：  

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2.6181%）、汪荣争

（12.54%）、吴汉武 （8.36%）、包景炜（6.27%）、包

秀中（6.27%）等共计 14名自然人股东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液压动力机械及

元件销售；液气密元件及系统制造；液气密元件及系统

销售；液力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阀门和旋塞销售；普

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塑料制品制

造；塑料制品销售；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械销售；采

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

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对外

承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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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关联关系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五）王爱华系实际控制人石华辉之配偶 

（六）关联方的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末的

净资产（万元）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万元） 

阳泉华越创力采掘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8655.27 1035.29 

山西西山中煤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4285.57 679.96 

阳泉煤业华创自动化工程有

限公司 
859.99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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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煤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3440.57 249.22 

 

（七）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均具备完全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

生产经营带来风险，公司的独立经营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阳泉华越创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山西西山中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阳泉煤业华创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直接参与终端客户的产品招标，再根据中标

的结果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阳泉

华越创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山西西山中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阳泉煤业

华创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招投标提供技术服务和招投标定价依据。由于阳泉华

越创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山西西山中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阳泉煤业华

创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需要为本公司销售的产品提供市场维护、售后服务、产

品维修等一系列服务工作，公司对阳泉华越创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山西

西山中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阳泉煤业华创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的产品销售价

格在参照公司同类产品的市场销售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确定，通常比合资公

司的中标价格有一定比例的下浮。 

阳泉煤业华创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系阳泉华越创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阳泉华越创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山西西山中煤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系大型国有煤矿集团下属的独立经营主体，从联营企业的股东利益机

制和经营管理机制可以看出，其对联营股东的产品采购定价是建立在公平市场

的基础上，不存在对联营企业实施特殊的采购定价政策或者为联营企业少数股

东代为承担成本、费用的动机。 

国有煤矿集团具有严格的产品采购制度、招投标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及审

计制度，其产品采购定价和招投标管理均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同质同价”的

前提下方可优先采购联营企业的相关产品。联营企业对本公司产品的采购定价

是以公开招标后确认的中标价格为基准确定，阳泉华越创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山西西山中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市场化运作原则和股东制衡机制可以

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允性，联营企业不存在对本公司实施特殊的产品采购定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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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与中煤液压的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必要的持续

性经营业务，有利于保障其日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充分利用关联企业的已有

资源，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交易价格均参照交易当地的市场价格进行结

算，定价公允合理，不损害公司利益，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负面

影响，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营业务未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制定并实施“广泛合作和商业模式创新并举”的大营销战略，

销售主体从“公司本部”向“参股公司”延伸，由公司布局主要的市场，借助

参股公司渗透具有发展潜力的市场。此外，在煤炭专用机械领域，具有贴近煤

炭生产地优势和服务优势的企业更容易获得甲方的订单。基于上述原因，公司

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理念与阳泉煤业集团华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西山

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具备优势和实力的国有煤炭集团企业在当地组建

合资公司，在扩大销售市场的同时实现了产品的本地化服务。这种销售模式和

合作模式对公司抢先占领市场、完善公司的市场布局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随

着参股公司的建立和业务的开拓，其经营活动同步提升公司品牌在当地的影响

力，达到渗透当地市场、争取当地市场份额的目的。因此，公司组建参股公司，

一方面为了立足长远规划、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投资回报，另一方面也看重参

股公司为本公司带来品牌开拓的能力。 

（二）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原则是合理、公平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在日常交易过程中，本公司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全独

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因此，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经营活动中产生

的正常交易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