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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8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2021-013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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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余昱暄

先生、曾文章先生、陈嘉兴先生、柯永昌先生、廖植生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核查意见以及独立意见。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控股

股东巴拿马海尔梅斯公司需回避表决。 

因经营需求，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拟与以下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事项： 

1、 汉钟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钟投控” 

2、 日立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简称“日立机械” 

3、 韩国世纪公司，简称“韩国世纪” 

4、 汉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湾汉力” 

5、 东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湾东元” 

6、 江西东成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江西东成” 

7、 上海汉钟真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真空” 

8、 杭州汉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汉创” 

(二)2021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2021 年 1~3 月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接受租赁 台湾投控 土地 市场价 420.48 100.11 211.64 

提供租赁 
日立机械 厂房及设备 市场价 200.00 30.26 115.81 

台湾汉力 厂房 市场价 14.00 - - 

采购商品、接受

技术服务 

日立机械 空压机产品 市场价 3,500.00 334.35 3,402.57 

台湾汉力 产品、技术服务 市场价 30.00 -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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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 

日立机械 压缩机铸件 市场价 120.00 25.55 100.55 

韩国世纪 压缩机及零部件 市场价 1,450.00 302.14 1,195.88 

台湾汉力 压缩机及零部件 市场价 233.60 80.96 224.61 

台湾东元 压缩机及零部件 市场价 700.80 131.03 676.48 

江西东成 压缩机及零部件 市场价 520.00 204.14 410.23 

上海真空 真空泵及零部件 市场价 200.00 - 13.11 

杭州汉创 真空泵及零部件 市场价 300.00 - - 

合计    7,688.88 1,208.54 6,360.24 

(三)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金

额占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接受租赁 台湾投控 土地 211.64 220.00 0.15% 96.20% 

注 

提供租赁 日立机械 厂房及设备 115.81 200.00 0.05% 57.91% 

采购商品、接

受技术服务 

日立机械 空压机产品 3,402.57 4,000.00 2.34% 85.06% 

台湾汉力 产品、技术服务 9.36 300.00 0.01% 3.12% 

销售商品 

日立机械 压缩机铸件 100.55 130.00 0.04% 77.35% 

韩国世纪 压缩机及零部件 1,195.88 2000.00 0.53% 59.79% 

台湾汉力 压缩机及零部件 224.61 500.00 0.10% 44.92% 

台湾东元 压缩机及零部件 676.48 1000.00 0.30% 67.65% 

江西东成 压缩机及零部件 410.23 480.00 0.18% 85.46% 

上海真空 真空泵及零部件 13.11 200.00 0.01% 6.56% 

合计   6,360.24 9,030.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均在预计范围内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注：披露日期 2020-04-30，（2020-015）关于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披露日期 2020-08-22，（2020-037）关于增加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披露索引：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汉钟投控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汉钟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新台币 85,000 万元 

实收资本：新台币 38,4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廖哲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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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台湾省台北市南京东路二段 124 号 4F 

企业类型： 股份制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投资业、不动产租赁。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新台币314,942.11万元，净资产为新台币240,333.48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新台币 0 万元，净利润为新台币-2,678.09 万元。 

2、关联关系 

汉钟控股为公司实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企业，双方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经营正常，现金流稳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日立机械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日立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 万日元 

法定代表人：鹤诚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亭枫公路 8289 号 9 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空气、氨气）无油式螺杆压缩机、（空气、氨气）离心式压缩机及相

关配件，系统产品的继承，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上述同类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

卖除外）及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3,352.20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384.06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395.69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65.57 万元。 

2、关联关系 

日立机械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在日立机械任职副董事长，双方存在关

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经营正常，现金流稳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韩国世纪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韩国世纪公司（Centur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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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40 亿元（韩币） 

注册地：韩国 

法定代表人：崔鎭玟(Jin-Min,Choi) 

经营范围：空调机、冷冻机、冷暖房机、产业设备工程、卫生及冷暖房工程、冰蓄热设

备、低温仓库及特定设备、机器相关的工程及技术服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韩币 11,700,200 万元，净资产为韩币 7,117,200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韩币 15,069,100 万元，净利润为韩币 514,900 万元。 

2、关联关系 

青岛世纪东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韩国世纪为持有青岛世纪东元 24%股权的股东，双

方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经营正常，现金流稳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台湾汉力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汉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新台币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郭启荣 

注册地址：台湾省新北市汐止区茄安路 176 号 

企业类型： 股份制企业 

经营范围：机械制造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新台币 12,699.94 万元，净资产为新台币 6,195.01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新台币 14,048.38 万元，净利润为新台币 1,313.09 万元。 

2、关联关系 

台湾汉力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汉钟在台湾投资的参股公司，本公司副董事长曾文章

先生担任台湾汉力董事，双方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经营正常，现金流稳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五）台湾东元 

1、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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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东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新台币 30,305,5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邱纯枝 

注册地址：台湾省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 156-2 号 

企业类型： 股份制企业 

经营范围：机械制造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新台币 10,567,907 万元，净资产为新台币 6,762,523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新台币 4,582,343 万元，净利润为新台币 381,165 万元。 

2、 关联关系 

台湾东元为青岛世纪东元投资方母公司，青岛世纪东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双方存在关

联关系。 

3、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经营正常，现金流稳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六）江西东成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东成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48.26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邱纯枝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东元路 169 号 

企业类型： 股份制企业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中央冷水机、工商用空调及空调设备配件、空气压缩机;中央冷

水机、离心式冷水机组、家用空调、工商用空调及空调设备配件、空气压缩机、冷媒压缩机

的批发、进出口业务及其它相关配套业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5,116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899 万元；

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5,955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7 万元。 

2、关联关系 

江西东成为青岛世纪东元投资方控制的企业，青岛世纪东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双方存

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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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经营正常，现金流稳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七）上海真空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汉钟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游百乐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建贡路 108 号 7 幢 3 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泵阀、环保设备、机械设备科技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真空泵生产加工(仅组装)、维修、销售,自有设备租赁,润滑油,润滑脂销售,

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102.36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02.31 万元；

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3.81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97 万元。 

2、 关联关系 

上海真空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副总经理游百乐先生在上海真空任执行董事，双方

存在关联关系。 

3、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经营正常，现金流稳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八）杭州汉创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汉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严绍军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创智天地中心 2 幢 501-505 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专用设备修理；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杭州汉创于 2021 年 4 月 8 日设立，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2、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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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汉创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副总经理游百乐先生在杭州汉创任副董事长，双方

存在关联关系。 

3、 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杭州汉创控股股东浙江晶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有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关联交

易金额相对较小，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台湾新汉钟与汉钟控股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度，汉钟控股拟提供土地租赁给台湾新汉钟，地号为台湾省桃园市观音区工业

区段三小段和桃园市观音区工业区段二小段，承租土地面积合计为 8,782.43 平方公尺。台

湾省台中市南屯区宝文段 008-0025 和 0075-0016 土地，承租土地面积合计为 12,113.62 平

方公尺。 

2、 公司及子公司与日立机械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度，公司拟经销日立机械生产的空气压缩机，且公司厂房及设备租赁给日立机

械。同时，子公司拟销售压缩机铸件给日立机械。 

3、 公司及子公司与韩国世纪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韩国世纪销售压缩机及零部件。 

4、 公司及子公司与台湾汉力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台湾汉力销售压缩机及零部件、台湾汉力拟向上公司及

子公司提供膨胀机发电设备及技术服务、以及台湾汉力向台湾汉钟租赁厂房。 

5、 公司及子公司与台湾东元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台湾东元销售压缩机及零部件。 

6、 公司及子公司与江西东成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江西东成销售压缩机及零部件。 

7、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海真空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上海真空销售真空泵及零部件。 

8、 公司及子公司与杭州汉创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杭州汉创销售真空泵及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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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能充分保证提供合格优质的产品

及服务。关联交易在同类产品销售和采购中均占比重都较小，对公司当期及日后的生产经营

和财务方面的影响有限。 

2、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依据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3、为保证双方生产经营需要的连续性，在遵循了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不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条件下，正常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关联双方充分实现资源互补，达到互惠互

利的目的。 

五、相关独立意见 

1、 独立董事事前意见 

我们认为该议案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交易产生的必要事项，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需求，

并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原则，所有交易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

求。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情形。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2、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对公司提交的相关资料认真审阅，并经我们独立董事充分商讨后，认为公司 2021 年

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充分保证了公司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并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监事会意见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其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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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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