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877         证券简称：ST电能         公告编号：2020-031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其他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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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本次预计的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

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关联交易价格均以市场价格或客户审定价

格为基础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预计的2020年度委托关联方代为缴纳事业单位编制身份

人员社会保险及公积金，构成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于 2020年 6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审议并

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其他关联交易的议案》。审

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周春林先生、朱立宏先生、穆杰先生、黄香远先

生回避表决，由非关联方董事进行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关联股东中电力神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

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其他关联



 

交易的议案》进行事前认可后，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

立董事意见如下：  

董事会对《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其他关联交易的

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公司 2019年度已发生及 2020年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系为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上关联交易

价格均以市场价格或客户审定价格为基础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因关联交易而在业务上

对关联方形成长期依赖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 2020 年度因事业人员身份产生资金往来关联交易事项，其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实际运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 

（一）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2019年实际
关联交易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 

采购商品（含原材料、
动燃费、试验费等） 

6,190.90 5,425.08 

部分商品未按预期享受
免税政策，实际发生额小
于预计；部分研发项目延
后实施。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 

外协费用 0.24 0.24 -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 

出售商品、 
提供技术服务 

23,714.51 23,763.60 -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 

出售商品 840.87 792.46 - 

租赁资产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 

租赁房屋、设备 737.00 728.20 - 

合计 31,483.52 30,709.58 -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预

计 
关联交易 

2020年 1-5
月已发生
关联交易 

2019年实
际 

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与上年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 

采购商品（含原
材料、动燃费
等）、外协费 

9,811.12 1,520.86 5,425.08 订单较 2019年有所增加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 

外协费用 0.47 0.47 0.24 -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 

出售商品、 
提供技术服务 

27,583.19 3,320.67 23,763.60 订单较 2019年有所增加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 

出售商品 134.51 134.51 792.46 
预计期间为 1-4月，后续
不属于关联法人范围 

租赁资产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 

租赁房屋、设备、
车辆 

1,067.84 374.27 728.20 - 

合计 38,597.13 5,350.78 30,709.58 -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肇雄，注册资本：2,000,000 万人民币，注

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经营范围：承担军事电子装备

与系统集成、武器平台电子装备、军用软件和电子基础产品的研制、

生产；国防电子信息基础设施与保障条件的建设；承担国家重大电子

信息系统工程建设；民用电子信息软件、材料、元器件、整机和系统

集成及相关共性技术的科研、开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

贸易；实业投资；资产管理；从事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组织本行业内

企业的出国（境）参、办展。（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关系：其他。 

3）履约能力：良好。 

2、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徐平，注册资本：3,530,000 万人民币，注册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与管理；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保障、服务；车辆、电力设备、

光电信息及产品与其设备、机械设备、工程与建筑机械、化工材料(危

险化学品除外)、消防器材、医疗与环保设备、金属与非金属材料及



 

其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综合服务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关系：其他。 

3）履约能力：良好。 

（四）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日常经营业务往来。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

行。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为：公司采

购商品或租赁资产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与市场价格不存在

明显差异。公司销售产品的价格以客户审定价格或审价部门审批确定

的产品价格为基础确定，未涉及审价的其他产品的价格与市场价格不

存在明显差异。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目的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其中公

司 2019 年度对关联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以下简

称“十八所”）确认关联收入占合并营业收入比例为 60.94%，预计 2020

年度仍与十八所存在较大比例的关联交易，主要原因系特殊资质办理

政策调整，公司子公司天津空间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间



 

电源”）办理取得特殊业务相关资质迟于预期时间，公司目前仍需履

行前次重大资产重组过渡期关于相关业务转接安排的相关约定，通过

过渡期业务模式实现主要收入，即十八所负责以其自身名义与客户签

署锂离子电源相关的科研生产任务有关业务合同，空间电源负责按照

十八所与客户签署业务合同所约定的标准、价格和要求履行相应的科

研生产义务,十八所不在该业务合同转接安排中向空间电源收取任何

费用和获取收益。 

空间电源已取得所需的特种业务经营资质，但受项目周期较长、

定型产品配套厂商变更难度大、供应商审批流程复杂等行业因素影响，

业务转移仍需一定时间过渡并逐步完成，在整体业务转移前空间电源

部分业务仍需以过渡期模式开展，以保证空间电源正常生产经营及公

司整体稳定运行。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有效保证了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以上关联交易价格均以市场价格或客户审定价格为基础确

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造成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相关解决措施 

公司已采取以下具体措施，逐步降低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 

1、加快推进空间电源合格供应商资质申办工作 

截至目前，空间电源已有 26%的客户完成合格供应商资质的办理



 

手续，其他客户相关手续正在申请办理中。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资质

办理手续的相关工作。预计至 2020 年底，空间电源超过 60%以上客

户的合格供应商资质手续可办理完毕。 

2、加快推进与合格供应商的合同签署及业务承接工作 

在完成相关客户合格供应商资质审查手续的情况下，除已由十八

所签署任务合同或承接的业务外，如客户无要求，拟通过由空间电源

独立签署业务合同或与客户、十八所签署三方协议的方式进行业务承

接。截至目前，空间电源独立签署合同金额已超过 1,000 万元，预计

至 2020 年底独立签署合同金额逾 2,500 万元。此外，预计 2020年度

空间电源与十八所之间的关联销售收入占比将从 2019年的 60.94%降

低至 54%左右。 

3、积极发掘原有客户需求，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及商业航天市场 

对原有客户进行深度开发，拓展市场规模，同时积极制定新产品

研发计划，目前已经完成面向若干新领域的产品鉴定及交付工作，加

速推动特种锂离子电池的应用。同时充分利用空间电源在传统空间锂

离子电源市场的品牌及研发优势，积极开发商业航天市场。 

 

三、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情况 

空间电源前身为十八所第二研究室，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方案，十八所第二研究室经营性资产无偿划转至空间电源，相关人

员转至空间电源工作，上述人员中部分为事业单位身份编制。由于国



 

家有关事业编制员工身份转换政策尚未明确，无法为转入空间电源的

事业编制人员办理身份转变、待遇改革及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转

移手续，根据空间电源与十八所签署的《关于人员安排事项的备忘录》，

在前述事业编制人员劳动关系转入空间电源后，十八所仍为该部分事

业编制人员提供人事档案管理、办理人事关系及代为缴纳社会保险及

住房公积金等相关服务，上述人员的社保和公积金由空间电源按照原

有标准支付给十八所，再由十八所依照原渠道继续缴纳，空间电源无

需向十八所额外支付服务费用。 

公司预计 2020 年度因上述事业编制员工社会保险、公积金代缴

等事项产生的资金往来共计 82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关系 

十八所为公司控股股东中电力神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事业单位，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子公司空间电源委托十八所代为缴纳事业单

位编制身份人员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等，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2、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 

企业性质：事业单位 

主营业务：化学能、光能、热能转换成电能的技术和电子能源系

统技术的研究。 

（三）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系因空间电源事业编制人员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缴纳



 

问题产生的资金往来交易，系为满足公司正常的运营需要，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及影响公司

独立性。 

 

特此公告。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