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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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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任何日常关联交易，均应与有关联人订立书面

协议，并根据协议涉及的交易金额，按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各自权限，分别提

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

说明如下： 

一、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北京黄河旋风鑫纳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9 月，注册资本

120 万美元，注册地北京市大兴区，法定代表人乔秋生，经营范围包括：研究、

开发、生产人造金刚石及用于合成人造金刚石的粉末材料；销售自产产品。该公

司营业期满，处于停业清算阶段。 

（2）河南省黄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 4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注册地长葛市人民路 200 号，法定代表人尚军杰，经营范围包括：

钢筋混凝土防护设备、钢结构手动防护设备、电控门、防电磁脉冲门、地铁和隧

道正线防护密闭门的生产、销售、安装（国家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或应经审批

方可经营的除外）。 

（3）长葛市黄河电气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 8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160

万元，注册地长葛市区人民路 200号，法定代表人曹庆忠，经营范围：高低压电

器、机电自动化装置、钎焊真空炉制造销售；钎焊技术服务（以上经营范围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4）日本联合材料公司：成立于 1938年 8月，注册地日本东京都台东区北



上野二丁目 23 番 5 号，主要经营业务包括金刚石工具，金属加工制品，粉末冶

金制品，房地产贸易。 

（5）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注册资

本 1800 万人民币，注册地长葛市人民路 200号，法定代表人马羽生，经营范围：

油压水压等冲压及附属设备、油压专用工作机械、应用机械及附属设备、自动冲

压及相关设备、公害废弃物处理设备及附带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服务、研

究、新产品开发；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河南力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4 月，注册资本 10000 万

人民币，注册地长葛市魏武大道北段，法定代表人乔秋生，经营范围：动力锂电

池、电池组、电池组单元、锂电池材料、充电器及零部件的研究开发、生产、销

售、租赁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经营相关生产设备、自

有房屋的租赁业务。 

2、上述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北京黄河旋风鑫纳达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拥有 45%股权之联营企业。 

（2）河南省黄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控制。 

（3）长葛市黄河电气有限公司为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0%

之合营企业。 

（4）日本联合材料公司系本公司外资股东，持有本公司 4.98%的股权。 

（5）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河南黄河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6）河南力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 

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方交易情况表（2019年度） 
  

 

单位：元 

关联单位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2019 年实际发

生额（含税） 

2019 年预计发

生额（含税）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河南黄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河南黄河实业集团汇丰物流有限公司 运输费 市场价格 2,154,161.99 
 

河南烯碳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278,540.80 
 

河南豫秀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业务招待费

等 
市场价格 268,968.84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固定资

产 
市场价格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设备 
市场价格 560,401.99 1,000,000 

河南力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市场价格 
  

长葛市黄河电气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178,709.17 
 

长葛市黄河电气有限公司 
加工费、修

理费 
市场价格 

  

河南蓝电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固定资

产 
市场价格 110,619.47 

 

河南蓝电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设备 
市场价格 53,097.35 

 

河南须河车辆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设备 
市场价格 236,588.3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日本联合材料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0.00 1,500,000 

河南力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费 市场价格 5,457,467.89 5,948,600 

河南须河车辆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市场价格 
  

河南黄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市场价格 
 

1,000,000 

河南黄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租赁费 市场价格 100,917.43 110,000 

河南烯碳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市场价格 1,259,827.58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市场价格 9,849.23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租赁费 市场价格 3,743,119.27 6,120,000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电费 市场价格 
  

长葛市黄河电气有限公司 加工费 市场价格 
  

长葛市黄河电气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市场价格 143,652.29 
 

合计 

 

市场价格 14,555,921.64 15,678,600 

2019 年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15,678,600 元，实际发生额为 14,555,921.64

元，较预计总金额减少 1,122,678.36 元。以上交易均按签署的协议和相关的法定

程序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公司运营情况，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2020年度关联方交易情况预计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2020年交易预计(含税) 

日本联合材料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50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厂房租赁 市场价格 600 

河南黄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厂房租赁 市场价格 11 

河南力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厂房租赁 市场价格 585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市场价格 100 

河南黄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格 100 

合计     1,546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所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市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的由交易双方协

商确定。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向关联方采购或销售各种原辅材料、产品，以及

厂房租赁服务。该等关联交易可以在公司和关联人之间实现资源的充分共享和互

补，使公司在减少或节省不必要的投资的前提下，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该等

关联交易预计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公司通过实施包括招标、比价制度在内

的一系列措施来确保交易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下进行，从而有效地保

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和关联董事回避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需审议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投票表决时关联董事乔秋生、刘建设、徐永

杰、张永建、白石顺一需回避。 

2、独立董事需对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和 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发

表意见。 

公司 2019年的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客观、公正、

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在违法违规的内部交易，严格执行《公司法》、《证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同意在该议案获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等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事项的投票权。 



七、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10 年 7月 30 日，公司与河南省黄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厂房租赁协

议；2016年 12月 6日，公司与河南力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厂房租赁协议；

2018年 1月 1日，公司与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厂房租赁

协议。 

上述协议经交易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有效期一年。期满双方如无异议，

协议自动延长。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