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169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 2021-033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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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未表决通过。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指定网址（www.sse.com）《太原重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9）。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定价程序公平、公正。为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维持公司正常经营，公司将上述议

案做出适当调整后,再次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披露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是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和接受或提供劳务

等。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各项关联交易协议均以签订经济合同形式确认，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公

允价格为定价依据，体现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2、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

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回避了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决议把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项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调整后的 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认为上述日

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客观合理、公允，不会损

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序号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

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1 

向关联

人采购

与主业

有关的

各种原

材料等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93,500.00 82,796.45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减少 

太重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 1,348.84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减少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

司 
2,800.00 3,123.56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增加 

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9,800.00 402.23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减少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7,600.00 25,595.75 向关联方采购业务减少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华新燃气集团有

限公司） 

800.00 276.56 向关联方采购业务减少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合成材料厂 50.00 41.53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000.00 741.05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减少 

山西省轻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83.80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减少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00.00 227.43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减少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机械设备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400.00 249.93 向关联方采购业务减少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有限公

司 
200.00 418.64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增加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0.00 4.99 零星采购 

太重集团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 
250.00 141.08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减少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 18.05 零星采购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275.23 新增业务 

小计 149,060.00 115,745.11  

 

2 

向关联

人购买

生产经

营所需

水、电、

煤、气等

燃料和

动力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  

         

6,653.43  

向关联方购买燃料和动力

减少 

 小计 8,000.00 6,653.43   

3 

向关联

人销售

上市公

司产品

北京太重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 
100.00 0.28 零星业务 

晋能集团有限公司（晋能控股电

力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8,015.01 向关联方销售业务减少 



等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400.12 向关联方销售业务减少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850.00 861.00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750.00 678.23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有限公

司 
800.00 332.15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单减

少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3.00 2.86   

太重集团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 
15,000.00 12,787.61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单减

少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

司 
1,000.00 661.04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单减

少 

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24,000.00 22,072.80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单减

少 

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60.00  
本年与此关联方无业务往

来 

太钢（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70.00 770.00   

阳泉煤业集团物资经销有限责

任公司（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

有限公司） 

2.00 0.23 零星业务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

公司） 

2.00 0.42 零星业务 

山西省黄河万家寨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3.46 零星业务 

太重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0.02 零星业务 

小计 55,337.00 47,585.23  

4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230.00 197.12   

小计 230.00 197.12  

关联交易总计 212,627.00 170,180.89   



 

4、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万元）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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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

原材

料 

山西太钢不锈钢

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0 17.20 27,862.53 82,796.45 11.87 

本年向关联方购买

原材料订单增加 

山西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0,000.00 2.87 3,146.79 25,595.75 3.67 

本年与关联方业务

订单减少 

太重集团榆次液

压工业有限公司 
6,000.00 0.86 1,946.80 3,123.56 0.45 

本年向关联方购买

原材料订单增加 

太重香港国际有

限公司 
13,000.00 1.72 4,530.30 402.23 0.06 

本年向关联方购买

原材料订单增加 

太原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0 0.14  227.43 0.03 

本年向关联方购买

原材料订单增加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机械设备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0 2.15 439.35 249.93 0.04 
本年与关联方业务

订单增加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煤机有限公司 
500.00 0.07  418.64 0.06   

太重集团机械设

备租赁有限公司 
3,000.00 0.43 840.71 141.08 0.02 

本年与关联方业务

订单增加 

太重集团向明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800.00 0.11    新增业务 

太重集团贸易有

限公司 
   1,348.84 0.19 

本年与此关联方无

业务发生 

华新燃气集团有

限公司 
300.00   276.56 0.04  

山西省经济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800.00   741.05 0.11  

山西省轻工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30.00   83.80 0.01  

山西省化工研究

所合成材料厂 
50.00   41.53 0.01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4.99 0.00 零星采购 

西山煤电（集团）

有限公司 
60.00   18.05 0.00  



 

山西煤炭运销集

团有限公司 
   275.23 0.04 

本年与此关联方无

业务发生 

 小计 180,540.00     38,766.48  115,745.11    

向关

联人

购买

燃料

和动

力 

华新燃气集团有

限公司 
7,500.00 1.08 1,563.36 6,653.43 0.95  

小计 7,500.00  1,563.36 6,653.43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商品 

 

太重香港国际有

限公司 
6,500.00 0.58 1,392.45 22,072.80 2.56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订单减少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煤机有限公司 
1,000.00 0.12 307.56 332.15 0.04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订单增加  

太重集团机械设

备租赁有限公司 
12,000.00 1.39  12,787.61 1.49  

山西太钢不锈钢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16 85.58 861.00 0.10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订单增加 

太原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 
800.00 0.09 71.40 678.23 0.08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订单增加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机械设备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0.00 9.13   新增业务 

山西焦化股份有

限公司 
1,200.00 0.14  1,400.12 0.16   

晋能控股电力集

团有限公司 
8,000.00 0.93  8,015.01 0.93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2.86 0.00 零星业务 

太重集团榆次液

压工业有限公司 
1,000.00   661.04 0.08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订单增加 

北京太重机械成

套设备有限公司 
   0.28 0.00 零星业务 

山西华阳集团新

能股份有限公司 
   0.65 0.00 零星业务 

山西省黄河万家

寨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  

   3.46 0.00 零星业务 

太钢（天津）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770.00 0.09 

本年与此关联方无

业务发生 

太重集团贸易有

限公司 
   0.02 0.00 零星业务 

小计 40,600.00    1,866.12  47,585.23     

向 关

联 人

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工程技术研发

有限公司 

100.00 0.01 66.04   新增业务 



 

备注：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年 9月 29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太

钢集团 51%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公告》

（2020-05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规定，过去 12 个月

内，曾经具有第 10.1.3条或者第 10.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太钢（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视同公司的关联人。 

公司结合 2021 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实际，对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涉

及的关联方单位及相应的预计交易金额进行了进一步测算和调整。 

本次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258,640.00 万元，比上次预计金额增加

4,830.00 万元，主要变动为：①预计向关联单位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销售车

轮及车轴增加 1,500.00 万元；②预计向关联单位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

司销售锻件余料增加 1,000.00 万元；③预计向关联单位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采购机器设备增加 1,000.00 万元；④预计向关联单位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山西经泰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生铁增加 800.0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公司名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韩珍堂 

注册资本：142,029.56 万元人民币 

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号 

经营范围：冶金、轧钢、锻压、起重、矿山、煤炉、焦炉、清洁型煤深加工、

环保、电控等成套设备及其工矿配件，油膜轴承、减速机、车轮车轴、液压气动

元件、液压系统、钢锭、铸件、锻件、结构件、工模具的制造、销售、安装、修

理、改造、检测、调试，技术开发、设计、引进转化、咨询服务，电子计算机应

用及软件开发；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化工产

提 供

劳务 
小计 100.00  66.04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务 

智奇铁路设备有

限公司 
400.00 0.06  197.12 0.03 

本年与关联方业务

订单增加 

山西安居建设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 0.22    新增业务 

太重集团（大同）

起重机有限公司 
28,000.00 4.01    新增业务 

小计 29,900.00    0.00  197.12     

 关联交易总计 258,640.00     42,262.00  170,180.89     



 

品（除易燃、易爆、易腐蚀危险品）的批发零售；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物业管理；技能培训；医用氧、充装液化气体（仅限下属分公司经营）。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公司名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纪木春  

注册资本：116,359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山西示范区电子街 25号 

经营范围：采检验检测：采掘设备、输煤（刮板机、皮带机）设备、辅助运

送（无轨胶轮车、提升机）设备、电器成套、露天采掘设备、洗选煤设备、煤焦

设备、煤炭气化设备及工矿配件、减速机的制造、销售、安装、修理、改造、检

测、调试、技术开发、设计、引进转让、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自有商业房屋

租赁服务。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3、公司名称：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军峰 

注册资本：29,634.66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山西榆次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液压元件及液力件、液压系统及装置、铸件、液压辅件及附件、

液压密封件、气动元件、通用仪器仪表、机械产品、电子产品、金属材料（稀有

金属除外）的制造、销售、安装、修理、改造、检测、调试、技术开发、设计、

引进转化、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普通设备租赁；复印服务；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铁矿石、建材的销售。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4、公司名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机械设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杰伟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康乐巷 25号 

经营范围：特种设备生产：桥式起重机、煤气发生炉的设计、制造、安装、

改造及技术咨询；矿山采掘设备、冶金专用设备、焦炉、电器设备的制造；机械

承重拉索、钢丝绳吊索的制作；普通机械设备的维修、安装；保温防腐工程；橡

胶制品、普通机械、电器机械零部件、钢材、生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品）的销售；房屋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机械设备的涂装。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机械设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

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5、公司名称：北京太重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何清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西街 20 号 1006室 

经营范围：销售机械设备；设备维修；技术开发；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北京太重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6、公司名称：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志德 

注册资本：16,071.43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坞城南路 189号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维修机车车辆的主要部件、高速铁路

有关技术与设备制造以及地铁、城市轻轨的机车组及主要部件，提供相关的技术

和售后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相关原辅材料销售、技术服务及设备租

赁业务；信息咨询业务；采购生产、组装和维修公司产品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

设备和零部件；铁路机车车辆配件销售、制造；铁路运输设备销售；城市轨道交

通设备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 

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奇公司）是智波交通运输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智波公司）和意大利路奇霓铁路产品集团于 2007年 10月发起设

立的中外合资企业，由智波公司控股 70%。 

根据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智波公司由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分别持股 50%。上述事项已

于 2016年 7月 13日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智奇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

具备履约能力。 

7、公司名称：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赵晓强 

注册资本：1,000 万元港币  

地    址：香港金钟道 89号力宝中心二期 36楼 4B室 

经营范围：无限定业务 

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8、公司名称：太重集团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杨珊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号科技大楼 1015室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矿山机械、通用机械设备的租赁，销售和维修服务；

机电设备安装；吊装服务；电力工程；风电设备检修服务；承装、修理、试验电

力设备设施；普通道路货物运输。 

太重集团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9、公司名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工程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吴建华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山西综改示范区科技创新城正阳街 85号 

经营范围：机电产品、冶金、轧钢、锻压、风力发电、起重、矿山、海工、

煤化工、焦化、轨道交通等重大装备及其配件开发设计、检测及技术服务；电控

系统、液压元件系统信息化智能化项目开发设计、系统集成及维护服务；机械配

套工程、电力工程、建筑工程、照明工程、消防设施工程的设计、咨询、总承包

业务及相应的项目管理与技术管理服务。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工程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0、公司名称：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法人代表：刘军 

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新市西街 75号城区政府东楼二院一层  

经营范围：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砂岩气勘探、开发、利用；燃气经营：

输气管网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经营管理及对外专营管理；城镇天然气项目

开发；天然气加气站、加油站、油气合建站的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建设与

经营；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与管理；涉气产业装备的研发、制造

与销售；煤矿瓦斯治理服务及低浓度瓦斯的输配和利用（非危险化学品）；燃气、

煤炭、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铁路运输：铁路货物

运输；信息技术管理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会议服务；以自有资金对气化项

目投资；以自有资金对中医药实业投资；中医药健康养老。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受

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1、公司名称：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高祥明 

注册资本：667,468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尖草坪 2号 

经营范围：冶炼、加工、制造、销售钢材、钢坯、钢锭、生铁、轧辊、铁合

金、焦化产品、耐火材料、矿产品、金属制品、钢铁生产所需原材料、建筑材料、

电子产品、冶金机电设备、备品备件；技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建筑工程、建

设工程，工程设计、施工；食品经营、住宿服务，餐饮宾馆等服务业；承包本行

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所需的设备、材料和零配件的进出口；对外派

遣本行业工程生产及服务的劳务人员；（国家实行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对采矿

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的投资。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9月 29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太



 

钢集团 51%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公告》

（2020-05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规定，过去 12个月内，曾经

具有第 10.1.3条或者第 10.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视同本公司的关联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2、公司名称：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高建兵 

注册资本：569,624.78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尖草坪区尖草坪街 2 号 

经营范围：不锈钢及其它钢材、钢坯、钢锭、黑色金属、铁合金、金属制品

的生产、销售；进出口：钢铁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的国内贸易和进出口；批发零售

建材（不含林区木材）、普通机械及配件、电器机械及器材；技术咨询服务；冶

金技术开发、转让；冶金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推广；铁矿及伴生矿的加工、

输送、销售；焦炭及焦化副产品，生铁及副产品的生产、销售；化肥（硫酸铵）

生产、销售；生产销售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称重系统设备；工业自动化工程；

工业电视设计安装、计量、检测；代理通信业务收费服务（根据双方协议）；建

设工程：为公司承揽连接至公用通信网的用户通信管道、用户通信线路、综合布

线及其配套的设备工程建设业务，工程设计、施工；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

国际招标及所需的设备、材料和零配件的进出口。电力业务：发电业务。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9月 29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太

钢集团 51%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公告》

（2020-05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规定，过去 12个月内，曾经

具有第 10.1.3条或者第 10.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视同本公司的关联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3、公司名称：晋能控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原晋能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刘文彦 

注册资本：3,600,000 万元人民币  

地    址：山西示范区南中环街 426号山西国际金融中心 2号楼 



 

经营范围：煤炭的运输和销售；投资煤炭企业；煤焦科技开发、技术转让；

自有房屋租赁；能源领域投资；提供煤炭信息咨询服务；煤层气投资；发电、输

变电工程的技术咨询；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电力设备及相关产

品的采购和销售。 

晋能控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4、公司名称：太重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邱英杰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号 306、307、308、309室 

经营范围：机电产品、铁路装备、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环保设

备、轴承、计算机及配件、建筑材料、汽车、钢材、金属材料(稀贵金属除外）、

铁矿石及其他矿石、生铁、铁合金、冶金辅料、橡胶制品、化工产品（危化品除

外）、针纺织品、纸浆、日用百货煤炭、焦炭、有色金属材料及合金、废旧钢材、

润滑油、铝矿石的销售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废旧金属回收与

批发服务；市场信息咨询服务；仓储服务（危化品除外）；食品经营；粮油零售、

批发。 

太重集团贸易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5、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孙波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地    址：山西示范区新化路 8号 



 

经营范围：建筑施工，工程总承包，各类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

建筑科研与设计；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物

业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装配式建筑、市政设施构件的生产、经营及销售；

新型建材与装配式内装修部品的生产、经营及销售；物流信息服务；对外承包工

程，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国外设立企业；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境外矿产和农业投资、工业加工；建设工程、工程咨询，工程项目管理、

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及监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建筑机械设备租赁；生产、批发

零售建筑材料；建材检验。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6、山西省化工研究所合成材料厂 

法人代表：程立慧 

注册资本：541 万元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义井 

经营范围：化工设备、电器设备的安装和维修；管路管线的安装；合成材料

的中试产品、试制产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组织

统一经营的出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

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模具设计加工。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合成材料厂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7、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田文俊 

注册资本：357,257.3 万万元 

地    址：太原市小店区王村南街 65号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能源、原材料、新材料、化工、交通、房地产、高

科技、装备制造业、旅游业的投资、资产管理及处置；企业管理、财务、投资、

法律及风险管理的咨询和服务；不良资产收购及处置（金融资产除外）；石墨及

碳素制品、麻纺织制品、玄武岩纤维及制品、岩棉及制品的销售；进出口：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煤炭、焦炭、钢材、建材（除木材）、化工原材料及产品（除危

险品）、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铝钒土、氧化铝、轮胎、橡胶及制品批发经

营；自有房屋租赁。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8、山西省轻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王昕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地    址：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寇庄北街 12号 

经营范围：通用设备、管道安装；电气仪表安装；工业厂房与民用住宅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绿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环保工程设计、

安装；非标设备及大型贮罐的制造；钢构件工程及金属网架的制作、安装；水、

电、暖、锅炉运行、维护及劳务服务；设备及管道的防腐保温；金属设备及物件

的无损探伤；焊工培训；批发零售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建材（除木材外）、

工业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矿山工程；物业服务；特种设备生产

（p≤9.8MPa锅炉的安装改造维修；压力容器的制造）；工矿工程建筑。消防技

术服务；电力设施安装、维修、试验；车辆租赁；输送带的技术服务与维修；滚

筒包胶及注胶；金属表面处理；清洁服务；机电工程；机动车维修保养及零部件

销售；煤炭存储；道路货物运输：煤炭的装运；煤炭洗选与加工；瓦斯排放管及



 

管件生产与销售；餐饮服务；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起重设备、环保设备）；

合同能源管理；环保节能设备的销售、安装、维护、运行、供热；矿山机电设备

及配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安装、维修、销售租赁、技术服务；高低压开关柜及

电气控制系统开发、生产、销售；风门设计、制造、销售；食品经营：预包装食

品批发零售；建筑施工、建设工程：污水处理工程；节能产品、炉用燃烧器、机

电设备、锅炉和供暖设备的技术服务和销售；成品油：成品油批发、零售；仓储

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显示屏的制作、安装、

维修；户外、楼宇、道路亮化；标识标牌设计、制作；计算机网络工程；计算机

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经销煤炭及其制品。 

山西省轻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9、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李峰 

注册资本：197,086.24 万元 

地    址：洪洞县广胜寺镇 

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

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洗精煤生产；

承揽化工设备和零部件加工制作；设备检修；防腐保温；铁路自备线运输；经济

信息服务；技术咨询；投资咨询；宾馆餐饮；会议培训；（仅供分支机构使用）；

开展租赁业务。；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为准，有

效期至 2021年 3月 22日）、硫酸铵（农用）、合成氨、尿素、压缩氮、压缩氧、

编织袋、工业用甲醇的生产与销售；道路货物运输：汽车运输。余热发电（自产

自用）。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受

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0、太钢（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晓蕾 

注册资本：16,000 万(美元) 

地    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贺兰道以北、欧洲路以东恒盛广

场 4号楼-201-11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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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9月 29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太

钢集团 51%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公告》

（2020-05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规定，过去 12个月内，曾经

具有第 10.1.3条或者第 10.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视同本公司的关联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1、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李健 

注册资本：925,032.72 万元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 335 号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煤制品制造、销售，电力、

热力、水的生产和供应，售电，电力技术开发与信息咨询，电力设施修理校验，

工矿工程建筑施工，房地产业，自有机械设备租赁；职业技能鉴定（仅限分支机

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业，铁路、道

路货物运输及辅助活动，仓储业；水泥及制品、瓶（罐）装饮用水、服装、劳动

防护用品、矿灯的制造和销售，木材加工，普通机械产品、工矿机械设备及配件

的制造、修理、销售；钢材、轧锻产品加工；聚氨脂、抗磨油、齿轮油、乳化油、



 

防冻液、润滑脂的生产和销售，废弃资源回收利用，煤炭、焦炭、金属及金属矿、

建材（木材除外）、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橡胶制品、

仪器仪表、日用品、水暖器材的批发零售，综合零售，艺术表演场馆，体育场馆，

文艺创作与表演，住宿和餐饮，农业、林业、畜牧业；旅行社业务：入境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2、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刘文彦 

注册资本：1,015,615 万元 

地    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学府园区南中环街 426号山西国际金融中心 2号

楼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煤炭企业；煤焦科技开发、技术转让；自有房屋

租赁；以自有资金对能源领域、煤层气进行开发投资；提供煤炭信息咨询服务；

煤炭批发、经营。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3、阳泉煤业集团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王皓炜 

注册资本：30,159.6 万元 

地    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桃南中路 87号 

经营范围：零售硫酸、烧碱（片碱）、乙炔、次氯酸钠溶液、溶剂油、煤油、

水银、氧气、二氧化碳、亚氯酸钠、磷酸、氟化钠（许可至 2021年 1月 8日）；



 

批发、零售汽车；经销煤炭、焦炭、钢材、铝材、铜材、铁矿石、铁矿粉、建材、

木材、铝矾土、硫铁矿、非金属矿及制品、橡胶制品、五金、交电、化工（不含

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润滑油、润滑油脂、机械设备及配件、

输送带、升降机、电子产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一般劳保用品、化妆品、卫

生用品、清洁用品、消防器材、特种劳保用品、医疗器械；国家允许的废旧物资

回收；场地房屋租赁；物资招投标代理；物流服务；仓储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 

阳泉煤业集团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符合《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4、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原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杨乃时 

注册资本：240,500 万元 

地    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桃北西街 2号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洗选加工、销售(仅限分支机构)；设

备租赁；批发零售汽车（除小轿车）、施工机械配件及材料；汽车修理；汽车租

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电力生产、销售、供应、承装（修试）电力设备（仅限

分公司）；热力生产、销售、供应；煤层气开发、管道燃气（仅限分公司）；煤

层气发电及销售；粉煤灰、石膏生产及销售；电器试验检验、煤质化验、油样化

验、机电检修；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省内客运包车，道路旅客运输。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5、太重集团向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史智杰 



 

注册资本：10,198 万元 

地    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唐槐路 89号  

经营范围：带式输送机、圆管带式输送机、转弯带式输送机、铸石刮板机、

机械式停车设备、智能立体仓储设备及配件、智能停车管理系统、智能立体停车

场的设计、生产、销售、安装、改造、维修及管理；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系统的

运行及维修服务；节能设备、空气源热泵、水源热泵、余热回收装备、换热机组

的研发、制造及销售；建设工程；建筑施工：中央空调工程；轻型钢结构工程；

环境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环保设施、煤矿机电设备、煤炭、焦炭、钢材、生铁、

建材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工程设计咨询。 

太重集团向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

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6、山西安居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张军峰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地    址：山西示范区新化路 8号 1幢 B座五层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管道工程；机电安装工程；电力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消防工程；公路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房地产开发；压力管道的安装；机械设备的租赁；机械设备修理；

房屋修缮；建筑工程设计；玻璃幕墙；新型材料科技的开发。 

山西安居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7、太重集团（大同）起重机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志恢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地    址：山西省大同市开发区装备制造园区园泰路 99号  

经营范围：单、双梁、桥式、门式起重机（含防爆、冶金起重机）、悬臂机、



 

电动平车、钢丝绳电动葫芦及其零部件的设计、制造、销售、运输、安装、维修、

租赁；减速机、电机、电线电缆、吊具的研发、制造、销售、运输；机加工、锻

打（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核准的范围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太重集团（大同）起重机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以上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为交易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是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和接受劳务等。本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各项关联交易协议均以签订经济合同形式确认，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公允价格

为定价依据，体现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

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有关关联交易的协议，将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进程，主要采取招投标方

式定标后，分别与关联方签订经济合同。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