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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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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构成公司业务对关联人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没有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思股份”或“本公司”） 目前

四大业务板块包括以天然气发电为主的燃气输配和燃气应用领域的装备制造、

LNG 生产、分布式能源综合服务业务及城镇燃气运营业务。2019 年派思股份控

股股东由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派思投资”）变更为水发众兴集团有限

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关联股东包括：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ENERGAS 

LTD.公司和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其中 ENERGAS LTD.公司和大连派思投资

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为提高决策效率，适应本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本公司对于日常关联交

易一般采用年度预计合同总金额，在预计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如超出预计范围

公司将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履行相应程序。 

（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18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9,700 万元。其

中向关联公司借款 30,000 万元，向关联方采购不超过 1,40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

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向关联方出租不超过 300 万元。实际签署的关联交易

发生额为人民币 22,591.56 万元。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的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关系 
2019年 

预计金额 

2019年度实

际发生的交

易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借款 
水发众兴集团、

水发集团 

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的

上级单位 

30,000 21,700 - 

向关联方采购 

（采购换热器、计量仪

器及相关产品） 

卡莱瑞佛、派思

计量、RMG、派思

动科 

派思投资下

属子公司 
1,400 214.41 

销售未达预期

采购量减少 

向关联方销售 

（燃机及配套设备） 

派思动力 

派思动科 

派思投资 

派思投资下

属子公司 
7,500 0 注 2 

向关联方销售 

（销售单体设备及提

供技术服务） 

卡莱瑞佛、派思

计量 

派思投资下

属子公司 
500 0 

年内未发生该

类业务 

向关联方出租 

（提供房屋、设备） 
派思动科 

派思投资下

属子公司 
300 120.66 

出租面积减少

租金相应降低 

向关联方销售 

（销售单体设备） 
上海敏欣 

同一实际控

制人 
0 473.45 年内新增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 

（调压计量撬等） 
陕西派思 

公司下属参

股公司 
0 83.04 - 

备注：1、预计发生和实际发生额度均以合同签订的不含税金额为准。 

  2、2019年公司预计向关联方派思投资销售燃气轮机及配套设备金额 7,500

万元，年内签署了相关合同，正在执行过程中。 

（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梳理情况，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本公司对 2019

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预

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不超过 64,330 万元。其中向关联公司借款及支

付担保费用合计 60,080 万元，向关联方采购不超过 1,40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不



超过 2,800 万元，向关联方出租不超过 5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关系 

2020 年 

预计金

额 

2020 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方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不含税） 

定价原则 

向关联方借款 
水发众兴集团、水

发集团 

控股股东、控

股股东的上

级单位 

60,000 6,750 21,700 

比照同期金融

机构贷款利率

方式确定 

向关联方支付担保

费用 

水发众兴集团、水

发集团、水发控股

集团 

控股股东、控

股股东的上

级单位 

80 - 0 
担保总额的千

分之一每年 

向关联方销售 

（燃气内燃机及配

套设备） 

上海敏欣 
同一实际 

控制人 
2,300 - 473.4 

市场同类产品

价格 

向关联方采购 

（采购计量仪器及

相关产品） 

派思计量、RMG、

欧谱纳动科 

派思投资下

属子公司 
1,400 - 214.41 

参照关联方与

独立第三方发

生非关联交易

价格确定 

向关联方销售 

（销售单体设备及

提供技术服务） 

派思计量、RMG 
派思投资下

属子公司 
500 - 0 

参照关联方与

独立第三方发

生非关联交易

价格确定 

向关联方出租 

（提供房屋、设备） 
欧谱纳动科 

派思投资下

属子公司 
50 11.46 120.66 

参照周边房屋

租赁价格确定 

 

二、 关联方基本关系 

1. 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水发众兴集团”）的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722230980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33399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尚智勇 

经营范围：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产利用，其他水的处理、

利用与分配；电力生产，热力生产和供应；燃气、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煤炭、金属材料、有色金

属（不含贵稀金属）、木材的销售； 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资源管理，其他水利



管理，环境治理；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土木工程施工；工程技术与规划管理，其

他综合专业技术服务；环保、社会公共安全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非金属废料和

碎屑的加工处理；医院服务，卫生院及社区医疗服务，妇幼保健服务；以自有资

金对外投资及管理；蔬菜、园艺作物的种植，水果、坚果、饮料和香料作物的种

植，中药材的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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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水发集团”） 的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96874389D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33399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振钦 

经营范围：从事水资源开发利用、供排水、灌区配套及节水改造、水库除险

加固、河道治理、城市防洪、垃圾(固废污泥)处理处置及生物质综合利用、污水

处理工程以及水利相关的水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等工程项目的投资建设、工程施

工、经营管理、设计咨询、招标代理;物流管理;以自有资金对医养项目、水利发

电项目投资运营;旅游开发;农业种植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涉

水产品及设备加工制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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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山东水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水发控股集团”） 的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572866846T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33399 号 

法定代表人：王振钦 

注册资本：384,01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水资源调配、供排水、灌区配套及节水改造、水库除险加固、河

道治理、城市防洪、污水处理工程以及与水利相关的水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等工

程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管理、设计咨询、招标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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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上海敏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敏欣”） 的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12241890B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浦东新区老港镇同发路 868 号 4 幢 

法定代表人：赵倪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热力供应,电力供应(分布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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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四家公司与公司关联关系如下： 

 

 

5.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派思投资”） 的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4559831542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窑路 38-7-1 号 1

层（能源市场） 

法定代表人：谢冰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财务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计算机软件、机械设备、机电设备、新能源技术的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与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房屋租赁；化工产品、燃料油（闭杯闪点＞

60℃）（以上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木材、五金产品、计算机软硬件、机

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的批发，国内一般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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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派思计量科技（大连）有限公司（简称“派思计量”） 的基本信息 

住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振鹏工业城（73 号地）佳诚-A、B、C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姜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计量检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量产品

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计、生产、销售；国内一般贸易；货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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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大连易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李启明 

7. 大连欧谱纳透平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谱纳动科”， 欧谱纳动

科原名称为“大连派思透平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派思动科”]）的基本信息 

住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振鹏工业城 73#号地佳诚 A、B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毅 

经营范围：燃气轮机及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发电机组的设计、制造、

销售、安装、维修及技术服务；国内一般贸易；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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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无锡欧谱纳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谢冰 

8. RMG Messtechnik GmbH（简称“RMG”） 

RMG Messtechnik GmbH 公司注册地址德国，始创于 1908 年。是一家世界

领先的气体计量设备生产的企业，主要产品为全系列气体计量产品，核心产品为

涡轮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色谱仪、流量计算机等。 



控股股东：派思计量科技（大连）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完成了对

RMG 计量的全资收购。 

 

三、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水发众兴集团、水发集团、水发控股集团、上海敏欣的实际控制人为

山东省国资委，资信良好，具有很好的履约能力。关联方欧谱纳动科系本公司股

东派思投资控制的企业，关联方派思计量、RMG 系本公司关联方大连易信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控制的企业，资信良好，其产品均属成熟产品，具有

较好的履约能力。 

 

四、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内容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水发众兴集团、水发集团、水发

控股集团向上市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担保、反担保等各类财务资助，帮

助上市公司调整资本结构，降低财务成本。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展日常经营业

务，向上海敏欣销售燃气内燃机及辅机设备。本公司向 RMG 或通过派思计量采

购 RMG 气体计量仪器，同时根据 RMG 海外客户需求，RMG 委托本公司将 RMG 

计量产品加工制成成撬的单体设备；2017 年 7 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派思燃气设备有限公司（原名大连佳诚能源工程设

备有限公司）将拥有的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振鹏工业城 73#的土地、厂房及

相关设备租赁给大连派思透平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大连欧谱纳透平

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交易金额 214.6 万元，合同租赁期限 5 年。2019 年内，

租赁双方签署补充协议，欧谱纳动科减少租赁面积，派思设备将继续按照原合同

每平米租金标准与关联方欧谱纳动科签署相关协议。 

（二）定价政策 

1、水发集团、水发众兴集团向本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对应产生的成本，将

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根据市场情况，比照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方式确定。 

    2、水发集团、水发众兴集团、水发控股集团 2020 年拟向本公司及公司全资

子公司的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按照担保金额千分



之一每年收取担保费用。 

3、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向上海敏欣销售燃气内燃机及

辅机设备，定价依据为市场同类产品价格。 

4、本公司与欧谱纳动科和派思计量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将遵循有偿、公

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

交易价格确定。 

 

五、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水发众兴集团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帮助上市公司调整资本结构，平

衡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经营发展。公司控股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气体计量产品和 OPRA 燃气轮机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和发展公司

主业及分布式能源项目，有效控制其开展主营业务的成本，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从而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向关联方出租闲置厂房可以盘活固定资产，

且不影响租出房产土地用于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二）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将严格依照相关协议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业

务往来，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议案经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尚智勇、

王福增、李建平、朱先磊、谢冰、李启明回避表决。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以及独立意见。尚需提交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