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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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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上市公司严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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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严建文先生、张安平先生回避表决。本次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有利于发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是促进公司发展的需要。本

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不会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独立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事前予以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董

事会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定价原则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在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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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 

合肥汇智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 55.68 不适用 

安徽三禾一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 20.47 不适用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 

北京机科国创轻量化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2,050.00 0 合同尚在履行中 

合肥汇智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40.00 37.00 不适用 

秦皇岛通桥科技有限公

司 
1,540.00 1,097.34 不适用 

向关联人出租厂

房 

合肥汇智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88.90 111.89 不适用 

承租关联人厂房 安徽合叉叉车有限公司 658.88 618.68 不适用 

合计 / 4,577.78 1,941.06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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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 

合肥汇智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500.00 55.68 预计新增业务 

安徽三禾一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700.00 20.47 预计新增业务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 

北京机科国创轻量化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2,050.00  0 预计合同履行完成 

合肥汇智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0 37.00 不适用 

秦皇岛通桥科技有限公

司 
1,500.00 1,097.34 不适用 



向关联人出租厂

房 

合肥汇智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175.00 111.89 扩大产能新增厂房 

承租关联人厂房 安徽合叉叉车有限公司 800.00 618.68 不适用 

合计 / 5,725.00  1,941.06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合肥汇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汇智”）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申 

注册资本：1346.731748 万元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 123号车轮厂房北段 

经营范围：从事金属、非金属、陶瓷及复合材料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及设

计服务；由金属、非金属、陶瓷及复合材料生产的元器件、零部件、混合中间产

品及半成品、系统设备的生产、销售。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肥汇智总

资产为 6,062.69 万元，净资产为-46.17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3,951.93万元，净利润为 533.01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合肥汇智为公司参股子公司，且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严建文先生、副董事长

兼财务总监张安平先生担任合肥汇智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相关法规的有关规定，合肥汇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合肥汇智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二）安徽三禾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禾一”）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启胜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华路与宿松路交口合肥启迪科技城机

器人产业基地 1号楼 4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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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应

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云计算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网络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销售；智能仓储

装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三合一总资

产为 5,096.81 万元，净资产为 1,546.56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14,223.09万元，净利润为 686.93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禾一为公司参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

规的有关规定，三禾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三禾一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北京机科国创轻量化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科国创”）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兵 

注册资本：25,643.51 万元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河西一路 10号院 3号楼 1至 2层 

经营范围：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专业承包；生产制造汽车零部件（仅

限外埠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制造陶瓷纤维及

其增强复合材料制品；制造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品；信息系统集成；新能源智

能汽车关键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产品特征、特性检验、检测服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机科国创总

资产为 83,501.21万元，净资产为 25,925.74 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12,929.5万元，净利润为 622.6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机科国创为公司参股子公司，且公司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张安平先生担任机

科国创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规的有关规定，

机科国创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机科国创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四）秦皇岛通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桥科技”）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芝宝 

注册资本：12,792万元 

住所：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西道 16号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金属加工用机械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及制造、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通桥科技总

资产为 15,013.33万元，净资产为 10,734.19 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4,176.18 万元，净利润为-1,861.3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通桥科技为公司参股子公司，且公司副总经理韩晓风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

王磊先生担任通桥科技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

法规的有关规定，通桥科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通桥科技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五）安徽合叉叉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叉叉车”）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林 

注册资本：9,000 万元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汤口路 98号 

经营范围：叉车、牵引车、工程机械、工业车辆、仓储设备、环保设备及备

品备件、零配件的制造、销售、租赁、维修和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及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合叉叉车总

资产为 5,569.64万元，净资产为 4,808.49 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748.58万元，净利润为 233.7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合叉叉车受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严建文先生控制，且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严建文先生、副总经理韩晓风先生担任合叉叉车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规的有关规定，合叉叉车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合叉叉车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前述关联方进行的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主要内

容为：向关联方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向关联人

出租厂房、承租关联人厂房，具体交易情况以交易双方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在预计

金额范围内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二）定价政策 

按照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由交易双方依据市场价格在平等自愿、互利互

惠基础上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以上关联方进行前述关联日常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

需，有利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与执行，发挥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

实现资源互补和合理配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

原则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上市公司严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的

情况。 

 

特此公告。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