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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16          证券简称：广电电气        公告编号：2018-010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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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否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召开，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姜小仪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吴胜波、葛光锐及冯羽涛就上述议案作出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并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涉及的交易事项我们已经在事

前得到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经我们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表决，本议案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预计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并且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

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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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合同双方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上海通用广电工程有限

公司与上海通用电气开

关有限公司 

5,000 1,512 成套业务销售下降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上海通用广电工程有限

公司与上海通用电气广

电有限公司 

25,000 12,263 代理销售业务下降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上海安奕极智能控制系

统有限公司与上海通用

电气开关有限公司 

1,000 880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上海安奕极智能控制系

统有限公司与宁波安奕

极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

司 

2,000 0 本年度未实现销售 

向关联人

提供服务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通

用电气开关有限公司 

500 184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通

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 

2,000 143 成套业务销售下降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通

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 

1000 0  

合计    36,500 14,982    

 

3、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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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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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上海通用广电工程

有限公司与上海通

用电气开关有限公

5,000 8.75 306 1,512 8.85 预计销售

增长，采购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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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向关联

人采购

产品 

上海通用广电工程

有限公司与上海通

用电气广电有限公

司 

25,000 43.74 5,030 12,263 71.99 预计销售

增长，采购

增加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上海安奕极智能控

制系统有限公司与

上海通用电气开关

有限公司 

1,000 1.24 337 880 6.48 预计销售

增长 

向关联

人提供

服务 

上海广电电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上海通用电气开

关有限公司 

500 100.00 62 184 100.00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上海广电电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上海通用电气广

电有限公司 

2,000 2.49 0 143 0.60 预计销售

增长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产品 

上海广电电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上海通用电气广

电有限公司 

1,000 1.75 0 0 0  

合计  34,500  5,735 14,982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上海通用广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 

（1）法定代表人：ZHAO SHU WEN（赵淑文）；  

（2）注册资本：人民币 13,600 万元； 

（3）住所：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123 弄 1 号 4 幢一层 A1 区； 

（4）经营范围：高低压电气开关柜、干式变压器、智能化电气控制系统设

备、电线电缆、电器元器件、电气设备产品的生产、制造、销售、销售代理，电

气工程安装，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工程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017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28,910.64 万元、净资产 12,741.65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8,826.05 万元、净利润 150.71 万元。 

2、上海通用电气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开关”）： 

（1）法定代表人：Stuart James Tho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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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资本：1,110 万美元； 

（3）住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环城东路 123 弄 2 号； 

（4）经营范围：生产电气设备元器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通用开关系公司的参股子公司，通用电气太平洋私人有限公司持有其 60%

股权，公司持有其 40%股权。 

2017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34,645.68 万元、净资产 17,805.17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47,936.28 万元、净利润 7,278.27 万元。 

3、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广电”）： 

（1）法定代表人：Stuart James Thompson； 

（2）注册资本：2,750 万美元； 

（3）住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环城东路 123 弄 3 号； 

（4）经营范围：生产电气控制设备及节能变压器，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通用广电系公司的参股子公司，通用电气太平洋私人有限公司持有其 60%

股权，公司持有其 40%股权。 

2017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58,106.38 万元、净资产 37,302.22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48,160.64 万元、净利润 2,452.82 万元。 

4、上海安奕极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奕极智能”）： 

（1）法定代表人：ZHAO SHU WEN（赵淑文）； 

（2）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3）住所：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123 弄 1 号 4 幢二层 B1 区； 

（4）经营范围：高低压电气设备、输配电设备、电线电缆、电力自动化保

护和控制装置、仪器仪表、电力电子元器件、照明灯具、面板开关、计算机软件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高低压电气设备、输

配电设备、电线电缆、电力自动化保护和控制装置、仪器仪表（除计量器具）、

电力电子元器件、照明灯具、面板开关、计算机软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

用产品）制造、加工、批发、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安装建

设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安奕极智能系公司的孙公司，公司持有其 60.4%股权。 

2017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1,017.77 万元、净资产 2,415.15 万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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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收入 13,588.56 万元、净利润-169.08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上海通用电气开关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属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三）规定的关联关系； 

2、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属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三）规定的关联关系。 

（三）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关联方均按约定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约

情形。各关联方目前均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其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

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且以上关联方的支付能力良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鉴于工程公司和通用开关、工程公司和通用广电之间可能存在的交易，为此，

双方拟分别签署并执行分销合同，由工程公司代理销售通用开关、通用广电生产

的 GE 品牌的产品，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值并经双方严格的决策程序确定。

预计 2018 年度工程公司与通用开关交易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工程公司与通

用广电交易金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 

鉴于安奕极智能和通用开关之间可能存在的交易，为此，双方拟签署并执行

经销商协议，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值并经双方严格的决策程序确定，旨在使

公司及其控股公司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即时、公平地决定与通用开关的往来或交

易。预计 2018 年度安奕极智能与通用开关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鉴于公司与通用开关、通用广电之间可能存在的交易，为此，双方拟分别签

署并执行技术服务协议、产品买卖框架协议及委托加工框架协议，交易价格依据

市场公允价值并经双方严格的决策程序确定，旨在使公司及其控股公司按照该协

议的约定，即时、公平地决定与通用开关、通用广电的往来或交易。预计 2018

年度公司与通用开关交易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与通用广电交易金额不超

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 2018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是合理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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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产品的质量及供应的稳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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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得公司的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

允性，2018 年度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也不会影响公司财务和经营决策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