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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50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23-006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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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公告》（详

见2023年1月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和《证券日报》上的相关公告）。为方便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

现对关联交易涉及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预

计金额 

2022 年实

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

计）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或劳务 

五矿天威钢铁有限公司 7,000 5,304.63   因市场环境变化，关联方减少采购  

保定天威集团特变电气有限公司 8,000 4,615.59   因市场环境变化，关联方减少采购  

天威新能源系统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1,300    916.90  相关项目未实施完成 

保定天威顺达变压器有限公司 1,050   456.32   因市场环境变化，关联方减少采购  

北京中兵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150  132.50  不适用 

小计 17,500  11,425.94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或提供劳

务 

天威新能源系统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2,700  1,287.68  因市场环境变化，相关项目未执行 

保定天威集团特变电气有限公司 1,100    856.63  不适用 

五矿天威钢铁有限公司 150     76.47  不适用 

小计 3,950   2,220.78    

合计 21,450  13,6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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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2 年实际发生金额为未经审计数据，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保定天威集团特变电气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5105974784Y 

法定代表人：马海涛 

成立时间：1996 年 5 月 4 日 

注册资本：37,023.8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保定市天威西路 239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变压器、互感器、电抗器、输变电设备及辅助设备、

零部件的制造、销售、安装、试验、维护、修理及技术咨询服务；输

变电专用制造设备的生产、销售；承包电力、机械行业工程招标工程；

变压器相关技术、产品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开发、销售；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电力设施承装（修、试）业务；企业自有房屋和设备租赁服务；润滑

油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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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62,859.98 万元，净资

产 8,251.14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5,137.91 万元，实现净利

润-2,915.58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69,749.23 万元，净资

产 7,129.67 万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5,924.23 万元，实

现净利润-2,319.32 万元（未经审计）。 

（二）天威新能源系统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53086377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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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刘海明 

成立时间: 2010 年 4 月 12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后永康胡同 17 号 195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施工总承包；光伏发电系统设计、集成、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光伏电站项目投资、资产管理；光伏发电系统零部件销售；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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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6,936.02 万元，净资产 6,079.13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168.82 万元，实现净利润 64.10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4,793.53 万元，净资

产 6,204.01 万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1,608.56 万元，实

现净利润 124.88 万元（未经审计）。 

（三）五矿天威钢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007926696332 

法定代表人：李毅 

成立时间：2006 年 9 月 5 日 

注册资本：7,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动力路 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主营业务：硅钢的剪切、加工、配送、仓储、销售；变压器铁芯

的制造和销售；铝、铜、锌及电子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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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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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5,173.44 万元，净资产 12,046.18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219.96 万元；实现净利润 539.09 万元（经审计）。 

截止到 202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6,061.16 万元，净

资产 12,491.39 万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6,125.16 万元，

实现净利润 426.00 万元（未经审计）。 

（四）保定天威顺达变压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56010927219 

法定代表人：赵保立 

成立日期：2000 年 09 月 29 日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鲁岗路 126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要业务：变压器、输变电设备、控制设备和自动化系统及组部

件的制造、销售；变压器、输变电设备、控制设备、自动化系统及组

部件的维修服务、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除外；企业自有房屋租赁服务（经营范围中

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后方可

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6,848.93 万元，净资产 1,449.19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025.89 万元，实现净利润 4.42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5,219.32 万元，净资

产 1,587.77 万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383.94 万元，实

现净利润 114 万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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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中兵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6368408XB 

法定代表人：陈丽竹 

成立日期：2010 年 10 月 18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81 号院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业务：为投保人拟定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

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

灾、防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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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3,622.27

万元，净资产 3,409.25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41.06 万元，

实现净利润 247.82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3,837.14 万元，净资产

3,653.37 万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88.32 万元，实现净利

润 244.12 万元（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