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22-16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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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许继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许继集团”）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公司关联关系发生变化，需

要调整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及预计金额。 

2022年 4 月 27日，公司八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审议结果为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名

关联董事孙继强先生、陈刚先生、张学深先生、徐光辉先生和刘武周先生对该

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调整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调整后预计 2022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08.6亿元，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2年度预计

金额 

2021年实际发

生金额 

采购产品 

许继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市场定价 146,700.00 106,488.93 

其中：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定价 26,000.00 15,290.66 

许昌许继电科储能技术有

限公司 
市场定价 50,000.00 14,212.51 

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市场定价 27,700.00 27,263.40 

河北雄安许继电科综合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定价 18,000.00 8,258.99 

福州许继电气有限公司 市场定价 12,000.00 9,431.97 

许继集团其他所属企业 市场定价 13,000.00 32,031.40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2年度预计

金额 

2021年实际发

生金额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所属企业 
市场定价 15,500.00 5,849.11 

其中：陕西宝光真空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定价 5,500.00 4,411.58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他所属企业 
市场定价 10,000.00 1,437.53 

国家电网及其所属企业 市场定价 60,000.00 74,643.29 

小计  222,200.00 186,981.33 

销售产品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

业 
市场定价 160,000.00 190,226.29 

其中：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定价 110,000.00 153,894.02 

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 
市场定价 20,000.00 11,725.95 

黑龙江省电工仪器仪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市场定价 18,000.00 14,883.15 

许继集团其他所属企业 市场定价 12,000.00 9,723.17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所属企业 
市场定价 20,500.00 8,838.92 

其中：河南平高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市场定价 10,000.00 7,486.34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所属其他企业 
市场定价 10,500.00 1,352.58 

国家电网及其所属企业 市场定价 680,000.00 598,786.16 

小计  860,500.00 797,851.37 

购买劳务

及水电 

许继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市场定价 800.00 530.63 

小计  800.00 530.63 

接受租赁

等 

许继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市场定价 1,200.00 1,154.45 

小计  1,200.00 1,154.45 

提供租赁

等 

许继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市场定价 1,300.00 1,020.63 

小计  1,300.00 1,020.63 

 合计  1,086,000.00 987,538.41 

（三）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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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预

计金额 

实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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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 许继集团有限公 采购产 15,290.66 20,000.00 1.69% -23.55%  



  
   

 

产品 司 品  

2020

年 11

月 17

日巨

潮资

讯网

《关

于预

计

2021

年度

日常

关联

交易

的公

告》 

 

2021

年 12

月 15

日巨

潮资

讯网

《关

于新

增关

联方

暨预

计日

常关

联交

易的

公告》 

许继集团所属子

公司 

采购产

品 
91,198.27 81,500.00 10.06% 11.90% 

其中：许昌

许继电科储能技

术有限公司 

采购产

品 
14,212.51 30,000.00 1.57% -52.62% 

福州天宇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产

品 
27,263.40 23,000.00 3.01% 18.54% 

河北雄安许

继电科综合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产

品 
8,258.99 7,500.00 0.91% 10.12% 

福州许继电

气有限公司 

采购产

品 
9,431.97 6,000.00 1.04% 57.20% 

许继集团其

他所属子公司 

采购产

品 
32,031.40 15,000.00 3.53% 113.54% 

国家电网及其所

属企业 

采购产

品 
75,760.46 70,200.00 8.35% 7.92% 

陕西宝光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所属

企业 

采购产

品 
4,411.58 4,934.06 0.49% -10.59% 

其中：陕西

宝光真空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产

品 
4,411.58 4,934.06 0.49% -10.59% 

小计  186,660.97 176,634.06 20.58% 5.68% 

销售

产品 

许继集团有限公

司 

销售产

品 
153,894.02 180,000.00 12.83% -14.50% 

许继集团所属子

公司 

销售产

品 
36,332.27 55,000.00 3.03% -33.94% 

其中：黑龙

江省电工仪器仪

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销售产

品 
14,883.15 21,000.00 1.24% -29.13% 

许继集团国

际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产

品 
11,725.95 17,000.00 0.98% -31.02% 

许继集团其

他所属子公司 

销售产

品 
9,723.17 17,000.00 0.81% -42.80% 

国家电网及其所

属企业 

销售产

品 
607,301.01 670,000.00 50.65% -9.36% 

陕西宝光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所属

企业 

销售产

品 
174.83 174.63 0.01% 0.11% 

其中：陕西

宝光真空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销售产

品 
174.83 174.63 0.01% 0.11% 



  
   

 

小计  797,702.13 905,174.63 66.53% -11.87% 

购买

劳务

及水

电 

许继集团及其所

属子公司 

购买劳

务及水

电 

530.63 700.00 0.06% -24.20% 

小计  530.63 700.00 0.06% -24.20% 

接受

租赁

等 

许继集团及其所

属子公司 

接受租

赁等 
1,154.45 800.00 0.13% 44.31% 

小计  1,154.45 800.00 0.13% 44.31% 

提供

租赁

等 

许继集团及其所

属子公司 

提供租

赁等 
1,020.63 1,800.00 0.09% -43.30% 

小计  1,020.63 1,800.00 0.09% -43.30% 

 合计  987,068.81 
1,085,108.6

9 
 -9.04% 

二、关联方情况及关联关系 

1.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许昌市许继大道 1298号 

法定代表人：张旭升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9,039.50万元 

主营业务：对电力装备、信息、环保、轨道交通、高新技术行业进行投资

和经营管理；商贸（涉及许可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电力装备、轨道交通

设备、新能源发电设备、节能设备、智慧城市设备的生产、销售和服务；从事

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工程施工、安装、检修、试验及工程承包业务；承包与

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电力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房屋租赁。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日，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240.84

亿元，净资产 98.92亿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146.15亿元，净利润 7.28亿

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 1256、1258 号 1618室 



  
   

 

法定代表人：白忠泉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50,000万元 

主营业务：电线、电缆制造；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监

理；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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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

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

电线、电缆经营；光缆制造；光缆销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五金产品制造；

电工器材制造；电机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工程

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对外承包工程；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

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工业

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招投标代理服务；轨道

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实业投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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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许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截

至 2021年 12月 31日，暂无财务数据。 

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号 

法定代表人：辛保安 

注册资本：人民币 82,950,000万元 

主营业务：输电（有效期至 2026 年 1 月 25 日）；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

域）；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实

业投资及经营管理；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

息通信、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



  
   

 

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许继集团有限公司的原控股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43,541.2亿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26,600.3亿元,净利润 591亿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宝光路 53号 

法定代表人：余明星 

注册资本：11000万元 

主营业务：电真空器件高、中、低压电器设备与电子陶瓷、电子玻璃、中

低压开关柜成套设备、互感器、绝缘件及石墨制品的制造、销售、研制、开发；

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开展本企业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物业管理、建筑工程设计、施工监理；不动产租赁；货物运输；客运；

室内装饰设计、施工；基建工程项目管理服务；电力销售；电力项目投资；清

洁能源工程及发电系统工程设计、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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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最终控制方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21.75亿元，净资产 14.63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12.73亿元，净利润 0.56

亿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宝光路 53号 

法定代表人：刘武周 

注册资本：33,020.1564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电子真空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密封件制造；

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电子真空器件销售；密封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真空镀膜

加工；软件开发；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

术服务；金属切削加工服务；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

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智能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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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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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同一最终控制方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 11.17亿元，净资产 6.37亿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亿元，净利

润 5,216.28万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平顶山市南环东路２２号 

法定代表人：李俊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5,692.1309万元 

主营业务：高压开关、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含变压器、互感器、柱上开关、

配电自动化终端、输变电设备在线监测装置等）、电力金具、充换电设施、电

力储能电源系统、预装变电站、移动变电站、避雷器、仪器仪表、电力专用车、

无功补偿装置、智能机器人、移动电力储能装备等电气产品和器材的研发、设

计、生产、安装、销售、维修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咨询服务（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对外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投资及投资管理；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研发、

生产、销售、安装、改造及维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模具及其他工具制造；

橡胶制品、绝缘制品（不含危化品）、套管的生产、销售；气体回收净化处理、

检测、监测设备制造；电力工程总承包服务；承包与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

的国外工程项目；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设备融资租赁；电力供应；电气

产品贸易代理；租赁场地、房屋及设备；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大型物件运输。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阀门和旋塞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电动机制造、

通用设备修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高压开关设备回收处置。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关联关系：同一最终控制方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 191.75 亿元，净资产 94.93 亿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92.73 亿元，净利

润 1.20亿元。 

信用状况：经查询，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许昌许继电科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兴东路东段北侧许继新能源产业园

研发大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张振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主营业务：储能综合监控系统、电池管理系统、电池箱、预装式储能电站、

电池维护设备等储能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系统集成、运维检

修及相关技术服务；电力工程总包。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许昌许继电科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总资产 2.87 亿元，净资产 0.57 亿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18 亿元，净利

润 0.01亿元。 

信用状况：经查询，许昌许继电科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河北雄安许继电科综合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容城镇东关村东苑路 6巷 9号 

法定代表人：云红剑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00万 

主营业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电、气、冷、热综合能源产品的研发、设

计、销售和服务；用户侧节能诊断、设计、改造、检测评估；综合能源领域技

术咨询服务；综合能源信息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综合能源服务的工

程咨询、系统集成、工程承包及相关技术服务；电力工程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施工；承装（修、试）电力设施；用能设备、配电设施运维、检修服务；

工程设计、监理及电力设施运营服务；城市综合管理平台运营服务；计算机系

统服务；智能建筑系统开发与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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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河北雄安许继电科综合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总资产 0.96 亿元，净资产 0.34 亿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3 亿

元，净利润 0.03亿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河北雄安许继电科综合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9.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许昌市许继大道 1298号 

法定代表人：赵奕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万元 

主营业务：机电设备的储备、安装、调试、相关人员的培训；开展成套项

目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翻译服务；国内贸易（国家专项审批的除

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技术除外）；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农业机械及配件的销售；医疗器械



  
   

 

经营（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许可事项经营）。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总资

产 6.43亿元，净资产 1.02亿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3.41亿元，净利润 0.09

亿元。 

信用状况：经查询，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黑龙江省电工仪器仪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哈尔滨高新区科技创新城创新路 2000号 

法定代表人：李宏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销售：电磁测量技术、电工仪器仪表及配件、高低压

配电设备、电能计量箱（柜）、电能采集终端设备及配件、新能源汽车和小型电动

车的充电设施及其检测试验装置、电能计量设备和互感器及其检测试验装置、检测

实验室系统、信息安全类设备、商用密码产品、综合能源管控系统及设备、人工智

能及智能制造设备、电子元器件；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及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售后服务；电力工程技术服务；电工仪器仪表和充电设备租赁；

电力电工设备系统工程开发；进出口贸易。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黑龙江省电工仪器仪表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 2.45亿元，净资产 0.76亿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2.65亿元，净利润 0.06亿元。 

信用状况：经查询，黑龙江省电工仪器仪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11.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尧溪路 28号 

法定代表人：郑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790.72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气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充电桩销

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销售代理；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储能技术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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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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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 16.70亿元，净资产 2.36亿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5.57亿元，净利润 8.97

万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福州许继电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尧溪路 28号生产调度中心 516室 

法定代表人：任海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 7,165.27773万元 

主营业务：电力咨询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分布式交流充电

桩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制造；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气设备批发；承装（承修、承试）

电力设施；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相应资质等级承包工程范围的工程施工；电动

汽车直流充电机的生产、制造和销售；其他未列明的机械设备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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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福州许继电气有限公司总资产

3.95 亿元，净资产 0.69 亿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3.40 亿元，净利润-0.14

亿元。 

信用情况：经查询，福州许继电气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各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其经济效益和

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本

公司的独立经营不受影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招标合同的定价

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招标规则确定，非招标合同由双方参照同期市场价协商确

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关联交易事项依据公司与许继集团签订的

《日常关联交易总体协议》等文件执行，以上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保证了关

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程序规范，不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目前上

述协议仍在执行中。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符

合公司业务和行业特点，交易是必要的。公司与控股股东发生的劳务、水电、

租赁等关联交易，长期以来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序进行，降低了公司运营

成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

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阅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因公司控股股东许继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

转事项，公司关联关系发生变化，需要调整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及

预计金额。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八届三

十次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八届三十次董事会，5 名关联董事孙继强先

生、陈刚先生、张学深先生、徐光辉先生和刘武周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

决，公司 4 名非关联董事任志航先生、尹项根先生、翟新生先生和王叙果女士

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情况，上述关联交易均依据公司



  
   

 

与关联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以市场价格进行，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公司 5名关联董事孙继强先生、陈刚先生、

张学深先生、徐光辉先生和刘武周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2.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