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172

证券简称：黄河旋风

公告编号：临 2021-016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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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公司任何日常关联交易均应与关联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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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关联
交易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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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位于长葛市和尚桥镇樊楼村社区(文行路 182 号)，法定代
表人尚军杰。经营范围包括：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及器材（钢筋混凝土防护设备、
钢结构手动防护设备、阀门电控门、防电磁脉冲门、地铁和隧道正线防护密闭门）、
人防工程防化设备、通风设备、工程机械及配件、电器产品的生产、销售、安装
及售后服务。
（2）河南黄河实业集团汇丰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注册资
本为 4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长葛市魏武大道北段，法定代表人马羽生。
经营范围包含：物流、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物流中心、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运站（场）经营（按照许可证核定
的经营范围及经营期限经营）；石墨、碳系材料、超硬材料及制品、智能装备、
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及设备、自动化仪器仪表及控制装置、航空飞行
器、船舶、车辆交通、安防应急、特种设备及动力、能源等产品的生产、销售；
销售电子及通讯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软件开发与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与数据
处理服务；物联网应用技术服务；工业和信息化技术、工程和技术的研究与试验
发展及推广转让与咨询服务重大项目策划；从事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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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业务；从事自有资产和房产等的租赁业务；从事酒类批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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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位于长葛市区人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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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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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位于长葛市人民路 200 号，法定代表人刘林。经营
范围：油压水压等冲压（10KN-40000K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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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河南力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4 月，注册资本 502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长葛市魏武大道北段，法定代表人乔秋生。经营范围：
锂电子电池、燃料电池、超级电容器、电池组、电池组单元、锂电池材料、动力
移动式充电宝、充电桩及零部件、石墨、石墨烯及制品、金属材料及制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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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河南须河车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2 月，注册资本为 3150 万元
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长葛市钟繇大道北段，法定代表人为范文献。经营范围包
含：生产、销售专用汽车及其零部件（凭审批或许可生产经营）。
（7）河南豫秀商务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长葛市魏武大道北段路东，法定代表人为李东红。经
营范围：餐饮、住宿、洗浴、健身、美容美发、会议及展览、清洗、停车场、酒
店管理与咨询服务；预包装食品、日用百货销售；房屋租赁。（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8）河南烯碳合成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7 月，注册资本为 1961.4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长葛市人民路 200 号(人民路北段西侧)，法定代表人
为乔秋生。经营范围：碳系材料（石墨烯、碳纳米管、富勒烯、金刚石、鳞片石
墨、高纯石墨、可膨胀石墨、球形石墨）及其制品、氮化硼及其制品、锂电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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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极材料、硅复合材料的研究、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货物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限
制经营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9）河南蓝电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7 月，注册资本 3100
万元，注册地址位于长葛市魏武大道北段东侧，法定代表人马宪军。经营范围：
充电桩、自动化机械设备、动力移动式充电宝及上述相关产品零部件、软件的研
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充电桩设备的安装与技术咨询服务；充换电工
程项目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服务及施工服务；充电站的建设与运营；汽车、汽
车配件销售及维修服务；生产与销售：一次性民用、医用外科口罩，一、二类医
用防护服、脚套、额温枪、呼吸机、消毒凝胶（不含危险化学品）；从事货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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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述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河南省黄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河南黄河实业集团汇丰物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黄河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3）长葛市黄河电气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联营公司。
（4）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黄河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5）河南力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河南须河车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7）河南豫秀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河南烯碳合成材料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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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河南蓝电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黄河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方交易情况表（2020 年度）
单位：万元
关联单位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2020 年实
际发生额

2020 年预
计发生额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河南黄河实业集团汇丰物流有限公司

运输费

市场价格

144.15

-

长葛市黄河电气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1.73

-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加工服务

市场价格

2,803.65

100.00

河南豫秀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41.67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日本联合材料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

150.00

河南黄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租赁费

市场价格

11.33

111.00

长葛市黄河电气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22.05

-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电费、租赁费

市场价格

75.98

600.00

河南力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费

市场价格

472.00

585.00

河南须河车辆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5.8

-

河南烯碳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电费

市场价格

227.16

-

3,805.52

1,546.00

合计

2020 年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1,546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3,805.52 万元，
较预计总金额增加 2,259.52 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司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金刚石合
成压机设备关键部件，委托关联方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加工生产，
截止 2020 年末委托加工数量 43 台，其中试验定型设备 3 台已完成交付，批量合
同 40 台已交付 10 台并处于安装调试状态。以上交易均严格执行公司相关业务控
制流程，并按照签署的技术和商务协议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情形。
三、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公司运营情况，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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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交易预计

河南黄河实业集团汇丰物流有限公司

运输费

市场价格

150.00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加工服务

市场价格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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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秀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50.00

河南黄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租赁费

市场价格

11.00

长葛市黄河电气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30.00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电费、租赁费

市场价格

100.00

河南力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费

市场价格

500.00

河南烯碳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格

200.00

合计

6,0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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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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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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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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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需审议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以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投票表决时关联董事庞文龙、王裕昌
需回避。
2、独立董事需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发表意见。
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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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意在该议案获得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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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事项投票进行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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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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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公司与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设备加工
采购协议。
上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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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自动延长一年，其他协议以履约完成时间为准。

特此公告。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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