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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1         证券简称：*ST海润        公告编号：2018-032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 2018年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对于公司2018年度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对关联方较大依赖的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光伏”或“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

2018年预计的议案》。表决情况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公司独立董

事出具了表示同意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

表了独立董事意见书。 

二、2017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和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7年 

预计金额 

2017年 

实际发生金额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硅锭及代工 瑞欣光电 22,860 974.71 

组件代工、原辅料 常州电力 18,000 12,089.02 

采购材料及商品 常州高达 7,000 4,140.98 

采购材料及商品 江苏中实 3,500 1,145.47 

采购材料及商品 常州正信 500  

采购材料及商品 常州中融 500 389.87 

小计 — 52,360 18,740.05 

销售商品 电池片及代工 常州电力 10,800 8,615.01 



2 
 

提供劳务 加工费 常州中融 3,200 785.05 

销售组件、电池片 江苏中实 9,000 6,529.09 

销售组件、电池片 常州正信 200 73.88 

小计 — 23,200 16,003.03 

接受租赁 
房屋租赁 中科国能 698  

小计 — 698  

- 合计 — 76,258  

 

三、2018年度预计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和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8年 

预计总金额 

2017年 

实际发生金额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硅锭及代工 瑞欣光电 - 974.71 

组件代工、原辅料 常州电力 - 12,089.02 

采购材料及商品 常州高达 - 4,140.98 

采购材料及商品 江苏中实 - 1,145.47 

采购材料及商品 常州正信 -  

采购材料及商品 常州中融 - 389.87 

小计 — - 18,740.05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电池片及代工 常州电力 - 8,615.01 

加工费 常州中融 - 785.05 

销售组件、电池片 江苏中实 - 6,529.09 

销售组件、电池片 常州正信 - 73.88 

小计 — - 16,003.03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瑞欣光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常州市金坛瑞欣光电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金坛区华城路 3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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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吴继伟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控制设备的制造与销售；单晶硅硅片、多晶硅硅片、太阳

能电池片及电池组件、太阳能组件、光伏光电系统和光伏建筑一体化产品的研发；

单晶、多晶硅片、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及销售；硅材料的加工和销售；太阳

能电站的投资、建设、运营及工程总包；房屋、设备的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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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联关系：瑞欣光电系公司董事长孟广宝先生所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瑞欣光电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交

易均视为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目前瑞欣光电生产和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二）常州电力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海润太阳能电力（常州）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金坛区良常西路326号 

法定代表人：吴继伟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单晶硅硅片、多晶硅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及电池组件、太阳能组

件、光伏光电系统和光伏建筑一体化产品的研发；太阳能控制设备的制造与销售；

单晶、多晶硅片、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及销售；硅材料的加工和销售；太阳

能电站的投资、建设、运营及工程总包；电力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房屋、设备的

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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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联关系：常州电力系公司董事长孟广宝先生所实际控制的企业，该关

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条第1.3款、1.6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中科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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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句容中科国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句容市郭庄镇空港新区7号 

法定代表人：郝万强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单晶硅硅片、多晶硅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及电池组件、太阳能组

件、光伏光电系统和光伏建筑一体化产品的研发；太阳能控制设备的制造与销售；

单晶、多晶硅片、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及销售；硅材料的加工和销售；太阳

能电站的投资、建设、运营及工程总包；房屋、设备的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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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联关系：中科国能系公司董事长孟广宝先生所实际控制的企业，该关

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条第1.3款、1.6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四）常州高达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常州市高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金西工业园龙溪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蔡峥伟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片、单晶硅硅片、多晶硅硅片、接线盒、镀膜玻璃、

稀土金属、太阳能组件、硅材料的生产、销售。 

2、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10.1.3

条第（五）款规定，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审慎认定该主体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五）江苏中实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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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江苏中实新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金西工业园龙溪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周帆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片、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的制造和销售。 

2、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10.1.3

条第（五）款规定，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审慎认定该主体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六）常州正信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常州正信新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金坛区金城中路8号 

法定代表人：孔德松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光伏光电产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LED节能产品的研究、生产、

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单晶硅片、多晶硅片、太阳能组件、太

阳能支架及零部件的销售。 

2、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10.1.3

条第（五）款规定，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审慎认定该主体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七）常州中融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常州中融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金坛区临港路9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光伏光电产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LED节能产品的研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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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单晶硅片、多晶硅片、太阳能组件、太

阳能支架及零部件的销售。 

2、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10.1.3

条第（五）款规定，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审慎认定该主体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政府指导价/市场价

格为基础，双方均根据自愿、平等、互利互惠原则，并保障相关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的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执行市场价格时，双方可随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

况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六、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

易。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出具了事前认可

意见书。 

2018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 2018 年预计的议案》。表决情况为：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此次关联交易预计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正

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有利于节约和降低采购费用，有利于提高公司生产经营的

保障程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结算时间和方式等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对于公司 2018 年度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也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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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立董事意见 

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表示同意提交第六届董事会

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书，一致认为：上述

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

司充分利用关联方的优势资源，有利于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造成影响，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没

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

定。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事前认可意见书； 

3、独立董事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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