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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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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2018年
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或
按公平、等价、公正、合理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允。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也不会因为关联交易
而影响公司财务和经营决策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与关联方在 2017 年可能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
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相关董事马忠先生、桂冰先生对相关议案回避了表
决，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接受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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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人

采购内容

大连华锐重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风机零部件(增速
机、电控系统等) 、
齿轮箱维修服务

16307.82

9449.67

实际装机比期
初预计少

大连华锐重工铸
业有限公司

风机零部件（铸件、
锻件）

2,142.00

192.56

实际装机比期
初预计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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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房店轴承集团
风电轴承有限责
任公司

风机零部件（风电
轴承）

合计

2,034.91

337.35

20,484.73

9979.58

实际装机比期
初预计少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接受
服务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大连华锐重工铸业有限公司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子公司
小计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大连国通电气有限公司
小计

风机零部件（增速机、
电控系统等）、齿轮箱维
修服务
风机零部件（铸件、锻
件）
风机零部件（风电轴承）

预计金额
（万元）
14523.02
6449.50
4310.27
25282.79

售电

935.90

售电

700.00

售电

70.00
1705.9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丛红
注册资本：199,660 万元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16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主营业务：机械设备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备、配件供应；金属制品、金属
结构制造；工模具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机电设备零件制造、协作加工；
房地产开发；交通运输、仓储、劳务及人员培训；商业贸易；出口业务；工程总
承包；机电设备租赁及技术开发、咨询；计算机应用；起重机械特种设备设计、
制造、安装、改造、维修；压力容器设计、制造（特业部分限下属企业在许可证
范围内）
主要财务信息: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703,159.21 万元，
净资产 661,761.46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43,254.83 万元，净利润
-32,962.9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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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5.51%股权，是公司第一
大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丛红
注册资本：96568.501600 万元
住所：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169 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主营业务：机电设备的成套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销售。
主要财务信息: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639,555.51 万元，
净资产 657,297.37 万元，营业收入 643,254.42 万元,净利润 911.94 万元。
关联关系：大连华锐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最终控制方大连装备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桂冰同时担任公司董事；大连华锐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
限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控制的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大连华锐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
3、大连华锐重工铸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福俊
注册资本：55000 万元
住所：辽宁省瓦房店市西郊工业园区华锐路 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铸钢、铸铁、铸铜件加工制造；钢锭铸坯、钢材轧制；铸造工艺
及材料技术开发；造型材料制造；模型模具设计制造；金属制品、通用机械设备
及备件制造；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主要财务信息: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5,637 万元，净资
产 2980 万元，营业收入 45,331 万元,净利润-2,430 万元
关联关系:大连华锐重工铸业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大连重工·起重集
团有限公司直接控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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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分析：大连华锐重工铸业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4、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伟
注册资本：47025.740000 万元
住所：辽宁省瓦房店市北共济街一段 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轴承、轴承零部件、轴承专用工具、工装、设备、机械设备、磨
料、磨具、铸造、汽车零部件、机车零部件及相关产业产品的制造和销售；轴承
设计、维修、保养及技术服务；轴承原材料及辅助材料销售；房屋租赁、设备租
赁。
主要财务信息:截止 2017 年 9 月末，该公司总资产 745,698 万元，净资产
382,928 万元，营业收入 274703 万元,净利润 2,730 万元
关联关系: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母公司大连装
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5、大连国通电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忠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住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达街 2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主营业务：电力电子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自产产品）；技术支
持服务及咨询服务；货物、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财务信息: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13,559,608.61 元，
净资产 58,600,280.93 元，营业收入 4,887,220.54 元,净利润 853,368.71 元。
关联关系：大连国通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马忠为公司董事；监事李硕为公司监
事; 大连国通电气有限公司为公司的联营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大连国通电气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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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采购风电机组零部件及接受齿轮箱维修服务。相关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公
司风机生产和后期维护所必须的。
2、向关联方售电。公司正在逐步开展多元化经营，售电将逐步成为公司今
后常态经营的一部分。
本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或按公平、等价、公正、合理
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四、协议签署情况
1、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接受服务
公司已与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5,850 元采购协议；公司已与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铸业有限公司签订 793,000 元采购协议。对于其他已预计部
分，公司根据实际需求，按照公司相关制度，与关联方根据市场价格签署相关协
议并进行交易。
2、向关联方售电
公司根据实际需求，按照公司相关制度，与关联方根据市场价格签署合同能
源管理合同并进行交易。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的目的是合理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提高采购零配件的质量及供应
的稳定性，提升售后服务的水平。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
的业务购销活动，是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具有必要性。
公司已经建立了市场化的供应链体系，形成了包括关联方在内的供应商之间
的有效竞争，从而使得公司的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也使得公司不依赖于任
何供应商；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也不会影响华锐风
电财务和经营决策的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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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杨丽芳、丁建娜、高根宝对董事会通过的《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
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的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或按公平、等价、公正、合理的原则由双
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的内容、定价方式和依据客观公允；关联董事回避了该关
联交易的表决，符合相关规定；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况，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综上，公司《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具有合法性、必要性和公允性，维护了全体股东，包括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7 年
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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