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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2023-04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㈠ 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基于航天产品协作配套、质量管控等原因，公司（含子公司）与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事业单位在销售产品、采购动力、材料采购等业务领域发

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37,700万元。 

2023 年 1 月 1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表决《关

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王跃轩、李凌志、张晨、

于思京、陈勇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3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符合本公司《章

程》及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作出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和审批权限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梅岭电源有限公司、贵州航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㈡ 预计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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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下属

企业 

采购材料等 
市场 

价格 
16,000 191.42 9,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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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下属

企业 

销售产品 
市场 

价格 
220,000 - 149,136.83 

向关联人采

购燃料和动

力 

贵州航天风华精

密设备有限公司 
水、电 

协议 

价格 
1,700 - 1,116.05 

合计 - 237,700 191.42 159,972.88 

说明：公司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销售产品年度预计金额为

220,000万元。由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承担国防装备的科研生

产配套任务，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向上述企业销售产品的信息属于不应向社会公

开披露的范围。 

㈢ 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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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企

业 

销售 

产品 
149,136.83 160,000 24.76 -6.79 

2022年 4月

12日巨潮资

讯网（公告编

号：2022-10）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材料 

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企

业 

采购 

材料等 
9,720.00 30,000 2.31 -67.60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燃 料 和

动力 

贵州航天风

华精密设备

有限公司 

水、电 1,116.05 1,500 0.26 -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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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制定 2022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时，基于市场需

求、产业链配套、交付保障能力等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分析评估、测算，

但受市场需求变化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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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2022 年度实

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科研生产所需，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

要。 

2022 度年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交易

价格公允、合理，未出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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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2022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

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㈠ 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6 月 29 日，法定代表人：袁洁，

经营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8号，注册资本：1,870,000万元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各型导弹武器系统、航天产品、卫星地面应用系统与

设备、雷达、数控装置、工业控制自动化系统及设备、保安器材、化工材料（危

险化学品除外）、建筑材料、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子及通讯设备、计量器具、

汽车及零配件的研制、生产、销售；航天技术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建筑工程

设计、监理、勘察；工程承包；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货物仓储；住宿、餐

饮、娱乐（限分支机构），纺织品、家具、工艺美术品（金银饰品除外）日用品、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工程管理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处理和储

存支持服务。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2.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 

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江南”）成立于 2000年 5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鲍斌，经营住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河路 7号，注册

资本：168,930万元，经营范围：战术导弹武器系统、航天产品、地面设备、卫

星应用设备，雷达、特种电池、微特电机、电子元器件及其他相关产品、航天汽

车、石油装备、工业基础件、系列税控收款机和特种加密二维码防伪数据终端等

电子信息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航天技术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所需原辅

材料、机电设备及技术的经营，设备、房屋租赁等。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航天江南 100%股权。 

航天江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 月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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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903,850.91 1,803,704.12 

净利润 52,627.93 90,360.13 

 2022 年 6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661,422.09 2,922,962.13 

净资产 969,875.57 937,300.95 

3.贵州航天风华精密设备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贵州航天风华精密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华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6 日，法定代表人：吴以华，经营住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14,564 万元，经营范围：航天产品、机电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

（根据贵阳航天工业园建设规划，园区内企业的水、电供应服务由风华公司提供）。 

航天江南持有贵州风华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 

风华公司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61,501.83 214,822.63 

净利润 1,509.69 3,991.57 

 2022 年 6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95,071.70 278,123.14 

净资产 76,591.21 74,900.65 

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方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由于公

司控股股东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企业销售产品、采购动力、采购材料的经济行为，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

易。 

㈢ 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企业，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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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企业信用管理、资金状况良好，关联企业具备按照合同约定向公司支付货款、

及时交付材料的履约能力。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航天江南集

团有限公司、贵州航天风华精密设备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㈠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发生销售产品、采购材

料、采购动力等关联交易，由于上述交易主要为小批量、多品种、定制化订单，

且交易次数频繁，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 2023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进行预计，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协议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签署，不再逐笔履行审议程序。 

㈡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定价依据 

公司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根据自愿、公平原则达成交易协议。公司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企业销售产品执行市场价格；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采购材料

执行航天电器组织的招投标中标价格；向贵州航天风华精密设备有限公司购买水、

电，电费结算价格为电力公司供电单价+分摊费用（人工费用、转供电线路及主

变压器耗电量分摊、维修管理及厂房设备折旧费用等）；水费结算价格为供水公

司供水单价+分摊费用（管网费用分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部生产厂区位于贵阳航天工业园，根据建设规划园区内企业科研生产

用水电实行集中供应，因此公司在布局建设贵阳厂区时，未修建相关辅助生产设

施。公司科研生产所需的水、电供应服务，由风华公司提供（该公司负责园区企

业水、电力供应）。基于航天产品协作配套、质量管控等原因，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事业单位向公司采购连接器、微特电机、继电器、光模块及线

缆组件等产品用于科研生产；同时公司也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事

业单位采购金属材料、精密元器件等物料用于产品生产。 

根据科研生产实际需要，公司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单位发生关

联销售、采购等业务，相关交易定价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公司向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销售产品采用市场价格结算；向关联企业采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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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依据航天电器组织的招投标中标价格确定；向风华公司购买水、电，结算

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上述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

利益，公司主业未对关联企业形成依赖，上述关联交易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㈠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史际春、刘桥、胡北忠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基于航天产品协作配套、质量管控等原因，公司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企事业单位在销售产品、采购材料、水电供应等领域发生的关联交易，上

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开展科研生产、日常经营所需的，关联方依据自愿、公平

原则实施交易，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㈡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史际春、刘桥、胡北忠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董事

意见如下： 

1.公司《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时，

经过我们事前认可。 

2.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 

公司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销售产品执行市场价格结算；公

司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采购材料的价格依据招投标中标价格

确定；公司向贵州航天风华精密设备有限公司购买水、电，结算价格依据市场价

格确定。 

上述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公司业务经营

未对关联企业形成依赖，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没有参加

议案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综上，同意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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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航天电器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关联

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

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及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保荐机构

对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

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月 14日 


	㈡独立董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