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528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2020-57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2021 年关联交易预算概述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与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共计
421,531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采购有关的各种零部件等物资及接受劳务 400,369 万元；向
关联方销售工程机械产品、有关的各种零部件等物资及提供劳务 21,162 万元。2021 年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1,035,078
万元的 40.72%，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益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以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含子项）时相应进行了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对与公司间接控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柳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向柳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 159,953 万元，
向柳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6,183 万元）：在柳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兼职的三名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俞传芬先生、何世纪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黄海
波先生、黄敏先生、苏子孟先生、王洪杰先生、刘斌先生、王成先生、韩立岩先生、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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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煌先生参与表决。
表决情况为：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对与合资公司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向其采购商
品及接受劳务 126,250 万元，向其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532 万元）：关联董事黄海波先生
（兼任该公司董事长）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俞传芬先生、黄敏先生、何
世纪先生、苏子孟先生、王洪杰先生、刘斌先生、王成先生、韩立岩先生、郑毓煌先生
参与表决。
表决情况为：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对与合资公司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向其采购商品和
接受劳务 24,523 万元，向其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2,440 万元）：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兼
任该公司董事长）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俞传芬先生、黄海波先生、黄敏先生、何世纪
先生、苏子孟先生、王洪杰先生、刘斌先生、王成先生、韩立岩先生、郑毓煌先生参与
表决。
表决情况为：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对与合资公司柳工美卓建筑设备（常州）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向其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12,888 万元，向其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211 万元）：关联董事黄敏
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俞传芬先生、黄海波先生、
何世纪先生、苏子孟先生、王洪杰先生、刘斌先生、王成先生、韩立岩先生、郑毓煌先
生参与表决。
表决情况为：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对与合资公司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等本公司董事未担任其董事、监事、高管
职务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向其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76,755 万元，向其销售商
品和提供劳务 11,796 万元）：非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俞传芬先生、黄海波先生、黄敏
先生、何世纪先生、苏子孟先生、王洪杰先生、刘斌先生、王成先生、韩立岩先生、郑
毓煌先生参与表决。
表决情况为：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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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 年预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金额及截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实际关联交易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
料、配件、产品、燃
料和动力及接受劳
务、服务

关联类型

关联单位

交易主要内容

预计金额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实
际发生金额

2020 年 占同类交
获批金额

易比例

2020 年实
际发生与预
计金额差异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钢管、结构件、油箱等

90,274

64,379

80,731

2%

-20%

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油品

22,037

17,340

21,407

1%

-19%

江苏司能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油品

21,294

14,347

16,799

1%

-15%

广西柳工奥兰空调有限公司

空调、暖风机等

10,796

7,807

8,850

0%

-12%

广西智拓科技有限公司

机器人工业集成系统

2,874

1,020

1,036

0%

-2%

242

247

909

0%

-73%

1,202

70

497

0%

-86%

采购原材料、配 柳工（柳州）压缩机有限公司

压缩机等

件、产品、燃料 柳工建机江苏有限公司

泵车、搅拌车

和动力

2021 年

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农机

530

25

526

0%

-95%

广西柳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配件、粮油等

664

71

326

0%

-78%

广西康明斯工业劢力有限公司

发劢机

126,250

102,441

124,327

4%

-18%

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

驾驶室

76,755

65,062

73,239

2%

-11%

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

采埃孚变速箱等

24,523

15,435

22,455

1%

-31%

柳工美卓建筑设备（常州）有限公司

移劢破碎筛分机

12,888

10,251

17,192

0%

-40%

390,329

298,495

368,294

11%

-19%

10,040

7,465

8,258

0%

-10%

小计

10,040

7,465

8,258

0%

-10%

合计

400,369

305,960

376,552

12%

-19%

小计
接受劳务、服务 柳州柳工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劳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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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方销售原材
料、配件、产品、燃
料和动力及提供劳
务、服务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配件、燃料劢力等

4,073

2,885

3,120

0%

-8%

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控制器

1,389

1,259

1,210

0%

4%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锚垫板等

184

414

0%

-56%

广西柳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配件等

721

550

1,014

0%

-46%

销售原材料、配 广西康明斯工业劢力有限公司

垫付件等

532

628

377

0%

67%

件、产品、燃料 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
和动力
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

控制器、燃料劢力等

11,796

9,726

10,149

0%

-4%

进油法兰、燃料劢力

2,440

1,842

2,361

0%

-22%

211

178

248

0%

-28%

21,162

17,252

18,893

1%

-9%

421,531

323,212

395,445

柳工美卓建筑设备（常州）有限公司

配件等

合计
总计

-18%

说明：1、2021 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将比上年增加 6.6%，原因为公司预计 2021 年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增长，年度经营生产和销
售目标较上年度增长。
2、根据深交所相关文件，公司向广西柳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销售控制器、配件及宣传品的日常关联交易按“广西柳工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进行合并列示。合并列示原因为：该部分日常关联销售涉及关联方众多、交易内容单一、交易金额较小。与单一关联人
发生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下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0.5%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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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广西康明斯工业劢
力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

财务状况（经审计）

财务状况（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注册地点：广西柳江县穿山镇恒业路 8 号

总资产： 109,619.34 万元

法人代表：黄海波

净资产： 66,905.46 万元

总资产： 129,535.22 万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64,000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34,816.09 万元

净资产：

主营业务：柴油发劢机及其零部件的应用开发、

净利润： 11,423.79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33,153.78 万

该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
（50%），其董事长为本公司总

79,238.11 万元

生产、销售和服务（生产项目限分公司经营）；

元

柴油发劢机及其零部件以及润滑油的进出口、批

净利润：

14,842.90 万元

总资产：

32,405.13 万元

净资产：

6,030.59 万元

广西威翔机械有限
公司

法人代表：文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工程机械、工业车辆用薄板件及散热

总资产： 31,046.95 万元
净资产： 5,115.86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53,663.75 万元
净利润： 1,293.95 万元

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

柳州采埃孚机械有
限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

该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
（50%），其董事长为本公司副

万元
914.73 万元

39,471.01 万元

总资产： 41,044.80 万元
净资产： 33,670.58 万元

总资产：

注册资本：3,103.23 万欧元

主营业务收入： 30,837.68 万元

净资产： 33,963.97 万元

主营业务：车辆、商用车辆、机械设备及船舶用

净利润： 3,161.99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21,194.60 万

服务，厂房机器设备租赁、咨询服务、服务外包

净利润：

3,630.66 万元

总资产：

13,665.75 万元

净资产：

10,801.39 万元

该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
（49%），其董事长为本公司董

总资产： 22,075.39 万元

路 588 号

净资产： 10,472.74 万元

柳工美卓建筑设备

法人代表：梁晓峰

主营业务收入： 25,602.29 万元

（常州）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600 万元

净利润： 1,403.14 万元

主营业务：履带式移劢破碎筛分设备及相关零部

主营业务收入： 9,344.63
元
净利润： 413.39 万元

件的研发、生产、维修，销售及租赁资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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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曾光安。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业务。
注册地点：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淹城南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法人代表：曾光安

元

总裁文武。
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

注册地点：柳州市和平路 143 号

变速箱、驱劢桥及其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和售后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3,136.63

净利润：

裁董事黄海波。
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

发和佣金代理（拍卖除外）业务。
注册地点：柳州市西环路 17 号

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
（50%）。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万

黄敏担任该公司董事。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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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基本情况

财务状况（经审计）

财务状况（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关联关系

履带式移劢破碎筛分设备整机及零部件的批发、
进出口、佣金代理，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及技术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斱可开展经营活劢）。

江苏司能润滑科技
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溧阳市溧城镇中关村大道 108 号

总资产： 28,931.70 万元

法人代表：吴土金

净资产： 8,410.28 万元

总资产：

33,673.29 万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营业总收入： 39,891.21 万元

净资产：

10,260.58 万元

主营业务：工程机械及相关专业领域配套润滑材

净利润： 1,541.67 万元

营业总收入： 31,445.90 万元

料（含润滑油、防冻冷却液及辅料）的研发、生

净利润：

该公司为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100%）。该

1,859.30 万元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
公司

总资产：

法人代表：俞传芬

净资产： 31,772.56 万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85.87061 万元

营业总收入：

主营业务：工程机械及配件制造，工程机械及零

净利润：

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产、销售、售后服务。
注册地点：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阳泰路 6 号

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59,476.55 万元
58,558.74 万元

2,347.07 万元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
总资产：

73,779.85 万元

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

净资产：

28,573.12 万元

子公司（83.37%），本公司副

配件批发、零售、维修、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

营业总收入：

机械设备租赁；工程机械及零配件的再制造及废

元

旧机电产品回收；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工业车

净利润：

50,939.66

万

董事长俞传芬任该公司董事长。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2,717.42 万元

辆的设计、研发、销售、售后服务及租赁；场地

则》第 10.1.3 条第（二）、（三）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租赁。

柳州天之业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柳太路 9 号

总资产： 14,990.58

万元

法人代表：杨忠诚

净资产： 13,490.10

万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940.7212 万元

营业总收入： 9,414.62 万元

主营业务：冷库及场地出租；生鲜肉、牲畜、水

净利润： 1,206.91 万元

产品、果菜销售；预包装食品（含酒类）及散装

该公司为柳州肉类联合加工厂
总资产：

16,019.52 万元

净资产：

15,148.52 万元

营业总收入：3,315.73 万元
净利润：

食品销售；市场管理（限分支机构经营）；生猪
屠宰（限分支机构经营）；制冰（工业）；搬运

1,339.82 万元

全资子公司（100%），属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
限公司二级公司。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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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基本情况

财务状况（经审计）

财务状况（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关联关系

及装卸服务；铁路专线运输；物业服务；停车场
服务；仓储服务；农产品、农副产品的销售；货
物进出口业务。

柳工建机江苏有限
公司

注册地点：
启东经济开发区滨海工业园通贤路 18

总资产： 49,502.22 万元

号

净资产： 13,201.22 万元

法人代表：熊华

营业总收入： 20,935.93 万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400 万元

净利润： -224.39 万元

主营业务：混凝土泵车、混凝土运输车、混凝土

总资产：

46,118.90 万元

净资产：

9,002.19 万元

营业总收入：

16,320.72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
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的全资
万

元

搅拌设备、工业制沙设备及配件制造、销售，汽

净利润：

车及配件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723.43 万元

子公司（100%）。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出口业务。
注册地点：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阳泰路 6 号
法人代表：俞传芬
司能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润滑油、润滑脂、冷却液、机劢车辆

总资产： 36,537.41 万元
净资产：

15,335.09 万元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34,989.46 万元

808.08 万元

49,951.93 万元

司的控股子公司（51%），本公

净资产：

16,132.17 万元

司副董事长俞传芬任该公司董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运输）。

有限公司

总资产：

26,286.16 万

元

制劢液的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道路普通货

广西柳工奥兰空调

该公司为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

事长。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1,597.08 万元

则》第 10.1.3 条第（二）、（三）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注册地点：柳州市百饭路 46 号

总资产： 6,749.55 万元

法人代表：蓝先阳

净资产： 3,072.81 万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营业总收入： 8,126.06 万元

主营业务：工程机械用空调配件、汽车用空调配

净利润： 304.81 万元

件的生产、制造、销售；空调配件的售后服务；

总资产：

7,760.25 万元

净资产：

3,343.74 万元

营业总收入：7,218.84 万元
净利润：

热交换器产品及热交换器零部件生产、制造、销
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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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35 万元

该公司为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51%），。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柳工董事会公告
关联方名称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
公司

基本情况

财务状况（经审计）

财务状况（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注册地点：柳州市柳太路 1 号

总资产：

法人代表：曾光安

净资产： 89,858.63 万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8,544.6336 万

营业总收入： 2,518.84 万元

主营业务：投资与资产管理（政府授权范围内）、 净利润：

关联关系

474,975.25 万元

-12,365.03 万元

工程机械、道路机械、建筑机械、机床、电工机

总资产： 478,881.40 万元
净资产： 98,392.70 万元
营业总收入：2,003.62 万元
净利润： -2,147.91 万元

械、农业机械、空压机等销售、相关技术的开发、

该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本公司董事长任该公司董事长。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一）、（三）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咨询服务、租赁业务和工程机械配套及制造。
注册地点：柳州市柳太路 1 号

总资产：

法人代表：曾光安

净资产： -0.11 万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7276.0851 万

营业总收入： 0 万元

主营业务：工程机械配套及制造；工程机械、道

净利润： -0.11 万元

0.98 万元

总资产： 529,194.13 万元

广西柳工集团机械

路机械、建筑机械、机床、电工机械、农业机械、

净资产： 529,044.74 万元

有限公司

空压机、农业机械销售、相关技术的开发、咨询

营业总收入： 0 万元

服务和租赁业务；机器人系统集成；机器人本体

净利润： 985.69 万元

及零部件制造、维修和服务；智能自劢化系统及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母公司，本
公司董事长任该公司董事长。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一）、（三）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设备的设计、销售、安装及维护；以自有资金对
外投资（政府授权范围内）。
总资产： 1,645.50 万元
柳州柳工人力资源
服务公司

该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注册地点：柳州市柳太路 1 号

净资产： 1,231.82 967.45 万元

总资产： 1,906.36 万元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法人代表：姚雪梅

营业总收入： 10,353.65

净资产： 1,476.47 万元

子公司（100%）。

注册资本：人民币 630 万元

净利润： 264.37 万元

营业总收入： 8,137.39 万元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净利润：

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主营业务：劳务服务、商务服务

万元

244.64 万元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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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工董事会公告
关联方名称

柳工（柳州）压缩机
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

财务状况（经审计）

财务状况（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注册地点：柳州市百饭路 46 号

总资产： 8,074.05 万元

法人代表：权绍勇

净资产： 4,721.13 万元

注册资本：11,300 万元

营业总收入： 4,013.53 万元

主营业务：气体压缩机、糖机设备、空气净化及

净利润： -1,077.54 万元

干燥设备、化工设备、减速机、高效冷却器、成
套设备及机电产品零配件研发、设计、制造、销
售及售后服务、租赁服务、技术咨询服务；压缩
机成套设备的安装；低压电控箱、柜及电力拖劢

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
总资产： 6,204.77 万元

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

净资产：

子公司（60.18%）。

4,103.76 万元

营业总收入： 3,033.26 万元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净利润：

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404.04 万元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自劢控制设备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斱可开展经营
活劢。）
注册地点：柳州市柳太路 1 号
广西柳工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梁园
注册资本：9,101.55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工程机械及机械设

总资产：

55,308.90 万元

净资产： 43,002.60 万元

总资产：

营业总收入：

净资产： 24,006.13 万元

子公司（100%）。

营业总收入： 17,872.31 万元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净利润：

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22,610.10 万元

净利润： 5,400.00 万元

备租赁等。

广西柳工农业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24,478.47 万元

-312.11 万元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注册地点：柳州市百饭路 46 号

总资产： 42,670.99 万元

法人代表：黄祥全

净资产： 31,136.45 万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27,300 万元

营业总收入： 11,109.80 万元

总资产： 53,070.86 万元

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

净利润： 1,976.47 万元

净资产： 30,999.96 万元

子公司（71.43%）。

营业总收入： 2,682.88 万元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净利润：

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主营业务：农业机械及农机配件、喷灌设备研发、
制造、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农业机械设备租
赁；农业机械的技术研发、咨询、转让、服务及
试验；技术管理咨询；场地租赁；工业自劢化控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

-234.23 万元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制系统、电气设备及劢力工程设备的安装与维
护；农业机械及农机配件的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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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工董事会公告
关联方名称

基本情况

财务状况（经审计）

财务状况（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注册地点：柳州市福馨路 12 号，四号楼 101 号

总资产： 6,941.10

万元

法人代表：俞传芬

净资产： 4,816.79

万元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营业总收入： 5,175.47 万元

广西智拓科技有限

主营业务：机器人系统集成；智能自劢化生产线、

公司

工装模具设计与制造；机器人维修与服务；机器

净利润： -574.32 万元

人零部件、机器人本体、焊接设备及配件销售及

该公司为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
总资产： 7,302.58 万元
净资产： 4,139.40 万元
营业总收入： 3,987.03 万元
净利润： -677.40 万元

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注册地点： 柳州市阳惠路 1 号

总资产：

司副董事长俞传芬为该公司董
事长。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二）、（三）

法人代表： 黄祥全

净资产： 61,366.40 万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53.3478 万元

营业总收入： 114,987.80 万元

主营业务：OVM 锚固体系、缆索制品、工程橡

净利润：

222,577.30 万元

3,187.90 万元

胶及伸缩缝装置、波纹管系列产品、钢索式液压

该公司为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

提升装置、起重机械、架桥机、缆载吊机的生产；
份有限公司

司的控股子公司（90%），本公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批准后斱可开展经营活劢。）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

关联关系

总资产： 221,959.52 万元

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净资产： 64,115.23 万元

（77.86%）。

机械修理；建筑工程斲工服务；设备租赁服务；

营业总收入： 95,543.92 万元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

净利润： 2,836.69 万元

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建筑机械、配件、橡胶制品、缆索制品、建筑材
料、工程结构件的销售；预应力技术服务；建筑

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对外承包工程（凭资格证书核准的范围经
营）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
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斲上述境外工程所
属的劳务人员。
柳州肉联厂有限公
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柳太路 9 号

总资产：

20,919.05 万元

法人代表：杨忠诚

净资产：

14,141.18 万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766.817574 万元

营业总收入： 3,972.09 万元

主营业务：牲畜屠宰，冷冻肉食品批发；预包装

净利润： 2,970.58 万元

食品批发；冷库、自有厂房、仓库、设备、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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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20,499.61 万元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广

净资产： 13,246.53 万元

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营业总收入： 9,813.97 万元

公司（100%）。

净利润： -894.65 万元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柳工董事会公告
关联方名称

基本情况

财务状况（经审计）

财务状况（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关联关系

出租；生鲜肉、牲畜、水产品、果蔬、粮食、饲

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料销售；制冰；搬运服务、装卸服务；铁路专线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运输。

柳州颐华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柳工大道 1 号柳工颐华城 14

总资产：

2,890.39 万元

栋 1 单元 3A 层

净资产：

1,813.86 万元

法人代表：梁园

营业总收入： 2,210.82 万元

总资产： 13,056.68 万元

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 万元

净利润： -951.05 万元

净资产： 1,840.52 万元

公司（100%）。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投资；工程机械及机械设

营业总收入： 445.15 万元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

备租赁；办公设备、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

净利润： 26.67 万元

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装饰材料的销售；房屋租赁；场地租赁；物业服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广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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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均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控股股东下属企业或公司参股公司，资产状况
良好、经营情况稳定，且已与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均不存在违约的情况。公司
董事会认为，上述关联方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履约障碍。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交易的定价策略和定价依据
关联方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结算方式

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

参照产品生产成本，由双方协商确定（德国技术、国内唯一供应方） 按合同约定

柳州柳工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根据劳务地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按合同约定

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参照产品生产成本，由双方协商确定。

按合同约定

除上述三家关联方外的其余关联交易方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按合同约定

说明：
（1）本公司与各关联方关联交易的成交价格与交易标的市场价格基本持平，无较
大差异；
（2）本公司与各关联方关联交易不存在利益转移或交易有失公允的情况；
（3）公司向关联方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采购的装载机专用配套件驱动桥、变
速箱，由于该关联方采用世界一流水平的德国技术制造，为国内唯一供应方，其价格无
市场价可参照，因此交易双方参照产品生产成本，由双方协商确定。
（4）公司向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采购的专用柴油机、马达等，由于该关
联方采用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制造，为国内优秀供应方，其品牌价值、质量水平高，产
品价格无市场价可参照，因此交易双方参照产品生产成本，售后服务等情况，由双方友
好协商确定。
（5）公司向柳州柳工人力资源服务公司采购的劳务服务根据劳务地市场价格，由
供需双方商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预计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系日常生产经营过程发生的关联交易。由于公司位
于我国西南地区，受交通条件限制、配套方产品质量及运输成本高的影响，公司自上市
之前多年来选择了有良好合作关系和有质量保证的控股股东下属在本地的外协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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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供劳务的企业，为公司装载机等主机产品生产加工配套件或提供劳务，同时公司也
向这些合作企业提供部分生产配套件的原材料等。预计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存在此类关
联交易。
2、选择与关联方（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进行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受公司地理位置的影响，公司选择与关联方进行交易可保证公司生产配套的高效、
正常进行和产品质量，确保公司高产期的产能大幅提升，降低采购成本和减少运费支出。
3、交易的公允性、有无损害公司利益，及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向柳工集团附属企业的采购、销售及接受劳务都属日常生产经营中必要的、公允的
交易，不存在控股股东利用这些关联交易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此类关联交易
占公司同类交易的比例较低，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4、上述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是否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或者被其控制）及依赖程度，相关解决措施等。
上述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且由于其交易额占同类总额的比例较低，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及控股股东将采取以下措施减少关联交
易：扩大公司物资采购面；公司将适当扩大部分零部件的生产能力，减少向关联企业采
购的数量。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我们认真审阅了有关材料，听取了公司管理层汇报，认为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事项，符合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需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应出现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独立意见：我们对公司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允性无异议。关联交易事
项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与关联方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公司参股公司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柳工美卓建筑设备（常
州）有限公司、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有关联的董事对相关议案的子项审议已回避表
决。
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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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有关文件。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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