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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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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2023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人民币149,050.00万元，

上述预计额度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该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额占比小，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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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7日，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传卫先生、王金发先生、张瑞先生、

张超女士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

关议案回避表决。 

在上述董事会召开前，公司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并得

到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2023年度与广东明阳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需求，遵循市场定价及

公允、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七次会议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2023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方预

计发生的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所需，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

正常开展；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

响。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全体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项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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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前次）预

计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未审数）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电气”)  50,000.00  47,415.15  不适用 

中山市泰阳科慧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阳科慧”） 37,000.00  25,830.47  因技术改进使得用料有所减少 

北京博阳慧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博阳”） 5,000.00 2,248.84 不适用 

小计 92,000.00 75,494.46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动力

或提供劳务 

广东电气 70.00 65.67 不适用 

华阳长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长青”） 30.00 23.66 不适用 

中山德华芯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华芯片”） 2,600.00 - 不适用 

南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联合”） 700.00 548.97 不适用 

吉林省中能风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中能”） 26,000.00 3,013.70 注 2 

大庆市中丹瑞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一期”） 460.00 340.06 不适用 

大庆市杜蒙胡吉吐莫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二期”） 460.00 340.06 不适用 

大庆市杜蒙奶牛场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三期”） 460.00 340.06 不适用 

大庆市杜蒙胡镇奶牛场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四期”） 460.00 340.06 不适用 

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 400.00 - 不适用 

小计 31,640.00 5,012.24  

提供关联人

租赁服务 

德华芯片 2,100.00 1,134.91 不适用 

小计 2,100.00 1,134.91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租赁

服务 

广东粤财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金租”） 600.00 - 不适用 

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电器”） 100.00 - 不适用 

内蒙古明阳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设备”） 540.00 540.00 不适用 

小计 1,240.00 540.00  

合计  126,980.00 82,181.61  



注1：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注2：吉林中能原为公司拟投资的风电项目公司，由吴俅、高嘉伟（以下简称“原股东”）合资持有。2018年5月，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

公司北京洁源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洁源”）与原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质押协议》，约定项目并网发电

后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鱼江涛原担任吉林中能执行董事。2022年7月，吉林中能并网发电，并于同年9月完成股权变更

登记，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后续公司向吉林中能提供的劳务不再确认为关联交易。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由于新能源行业向好，风电装机量预期将保持稳步增长，公司预计 2023年将与关联方发生日常交易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年年初至 2023年

2 月 28 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交易

金额（未审数）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未

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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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或

接受劳务（服

务） 

广东电气 92,000.00  4.90% 5,034.38   47,415.15  2.51% 
因去年存量订单较以前年度增长，预计未

来风电装机需求持续增长。 

泰阳科慧  26,100.00  1.39%  2,032.71   25,830.47  1.30% 不适用 

北京博阳  13,000.00  0.69%  380.50   2,248.84  0.12% 

北京博阳提供的业务范围从视频监控、测

控保护等拓宽至自动消防设备以及振动

监测、塔筒监测、叶片监测等。 

广东博瑞天成能源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博瑞天成”） 

 14,000.00  0.75% -  -    - 
博瑞天成主要向公司提供光伏电站的原

材料及施工服务。 

中山电器  100.00  17.77% - - - 不适用 

小计  145,200.00   7,447.59 75,494.46    

 广东电气  80.00  0.06%  11.05   65.67  0.05% 不适用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动

力、提供劳务

（服务） 

华阳长青  30.00  0.02%  3.77   23.66  0.02% 不适用 

南方联合  550.00  0.02%  91.49   548.97  0.02% 不适用 

能投集团  250.00  0.97% -  -    - 不适用 

德华芯片 120.00 21.33% -  -    - 不适用 

小计  1,030.00    106.31   638.30    

提供关联人

租赁服务 

广东电气  450.00  5.74%  54.46  - 0.00% 不适用 

德华芯片  1,310.00  16.71%  165.60   1,134.91  14.47% 不适用 

揭阳明阳龙源电力电

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揭阳龙源”） 

 700.00  8.93%  58.70   -  - 不适用 

小计  2,460.00    278.77   1,134.91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租赁

服务 

内蒙设备  360.00  4.59%  60.00   540.00  6.89% 不适用 

小计 360.00  60.00 540.00   

合计  149,050.00   7,892.67   77,807.67      

注：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传卫 

注册资本：23,415万元 

主要股东：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持股55.77%） 

主营业务：研发、制造、销售、维修：各类变压器及成套设备、电力自动化设

备；技术及货物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生

产、销售：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及元件、输配变电设备、电工器材、五金制品、电

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维修：仪器仪表；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制造、

销售和进口计量器具；从事输配电相关技术咨询。 

住所：中山市南朗镇横门兴业西路1号。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担任

广东电气董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广东电气总资产379,726.47万元，净资产97,080.04万元，

营业收入323,588.71万元，净利润26,528.80万元。以上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中山市泰阳科慧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超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要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1%） 

主营业务：制造、销售：智能电器设备、电气设备、自动化设备、电工器材、

电力电子产品及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光电产品、机械设备及其

零配件、五金制品；制造、销售和进口计量器具；技术推广服务。 

住所：中山市南朗镇横门兴业西路8号。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董事担任泰阳科慧经理。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泰阳科慧总资产31,161.33万元，净资产17,400.49万元，

营业收入27,583.61万元，净利润2,965.00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三）北京博阳慧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文艺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要股东：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持股70%） 

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海上风电

相关系统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

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

组件设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

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58号院东侧C楼一层1001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北京博阳总资产7,051.38万元，净资产5,481.46万元，

营业收入6,381.25万元，净利润1,448.67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四）广东博瑞天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正 

注册资本：5,010万元 

主要股东：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营业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

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电气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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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



计；施工专业作业；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电气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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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劳务分包。 

住所：中山市南朗街道横门兴业西路8号一楼101室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博瑞天成总资产493.37万元，净资产486.56万元，营业

收入0万元，净利润12.26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五）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传卫 

注册资本：16727.1535万元 

主要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营业务：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

物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

术进出口；房地产经纪；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江陵西路25号办公楼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担任

中山电器董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山电器总资产39,228.76万元，净资产38,482.77万元，

营业收入182.39万元，净利润273.29万元。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六）华阳长青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传卫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要股东：久华基业（北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股80%） 

主营业务：危险废物经营、再生基础油和润滑油研发、生产、销售沥青防水卷

材生产、销售收购、危废处置固体废物治理、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



（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生物质原料、生物质能源、新型化工材料的高科技研发、生产、销售与投资及进出

口贸易；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风力发电技术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住所：固始县产业集聚区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担任

华阳长青执行董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华阳长青总资产34,544.92万元，净资产6,958.78万元，

营业收入3,666.61万元，净利润-1,937.12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七）南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中权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主要股东：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3.33%） 

主营业务：新能源、分布式能源、储能项目、海上风电项目的投资、建设、运

营；购售电业务；海岛供电、海水淡化及供水、智能电网、新能源的技术开发、技

术合作；电力设备的研发、销售；工程承包。 

住所：珠海市桂山镇长梯巷8号203房 

关联关系概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南方联合董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南方联合总资产346,698.20万元，净资产97,112.20万元，

营业收入36,468.76万元，净利润12,916.19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八）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传卫 

注册资本：9,280 万元 



主要股东：张传卫（持股 85.34%）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及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技术推广服务；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科技东路 39号之二 359室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担任

能投集团执行董事、公司董事担任能投集团经理。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能投集团总资产397,895.97万元，净资产224,590.66万

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152.95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九）中山德华芯片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超 

注册资本：9,432万元 

主要股东：广东明阳瑞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0.89%） 

主营业务：从事半导体外延片、芯片、组件、系统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

生产、测试、加工、销售、咨询及技术服务等业务（不含线路板）；半导体材料制

备及芯片工艺等相关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咨询及技术服务等业务；技

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之二第3-4层 

关联关系概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所控制，公司董事担任

德华芯片董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德华芯片总资产25,900.25万元，净资产1,606.52万元，

营业收入6,373.18万元，净利润-2,884.12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十）揭阳明阳龙源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国平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要股东：广东明阳龙源电力电子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营业务：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变压器、整流器

和电感器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住所：惠来县前詹镇沟疏村235省道与139乡道交叉向东340米厂房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揭阳龙源于2023年2月8日成立，资产、收入及利润均为0元，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十一）内蒙古明阳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超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要股东：久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股67%） 

主营业务：物业服务、厂房租赁、场地租赁、设备租赁。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工业园区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董事担任内蒙设备执行董

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内蒙设备总资产4,251.63万元，净资产-2,728.97万元，

营业收入540.00万元，净利润-644.04万元。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销售产品和动力、提供劳务和服务、租赁服务；以及接

受关联人提供的服务和租赁服务等关联交易。 

2、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以遵循市场的公允价格为原则，交易双方将根据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公司将根据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决定与各关联方就日常关联交易签署相关协



议的具体条款，以确保日常经营的正常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本次预计的日常关

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关联方的财务状况总体良好，风险可控，不存在潜在影响履约能力的情形。2023

年度关联交易额占公司同类业务交易额的比重小，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3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