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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
2021年5月7日，开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预计本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向关联方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开山缸套
有限公司、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开山银轮换热器有限公司、浙江同
荣节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开山钎具有限公司采购货物或接受加工劳务、电
费金额37,000万元；预计本公司及子公司向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开
山缸套有限公司、浙江开山银轮换热器有限公司、浙江同荣节能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开山钎具有限公司、阿拉玛发（上海）压
缩技术有限公司等公司销售货物、电费金额10,00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向关联方采购货物及电费金额为24,151.25万元；向关
联方销售货物及电费金额为6,988.28万元（含租赁收入61.40万元），均未超过原
计划的金额。在上述议案的预计范围内。
二、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2021年公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
预计本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向关联方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开山缸套
有限公司、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开山银轮换热器有限公司、浙江同
荣节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开山钎具有限公司采购货物或接受加工劳务、电
费金额37,000万元；预计本公司及子公司向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开
山缸套有限公司、浙江开山银轮换热器有限公司、浙江同荣节能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开山钎具有限公司、开山矿山设备澳大利

亚私人有限公司等公司销售货物、电费金额10,00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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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注册资本为 11,340 万元，法
定代表人为曹克坚，主要从事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业务。关联交易内
容主要为维修费（行车、线路等设备维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214,571.78 万元，净资产为 65,293.64 万元，净利润为 15,562.72 万元
（未经审计）。
2、浙江同荣节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同荣节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是由公司控股股东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的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8 月，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曹克坚，主要从事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关联交易内容为向我公司采购高能效空气
压缩机、螺杆膨胀发电站等产品和服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
产为 24,657.36 万元，净资产为 16,530.81 万元，净利润为-6,831.62 万元(未
经审计)。
3、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
司注册资金为 10,878 万元，主要从事钻凿类机械的制造和销售。关联交易内容
为向我公司销售五金配件，公司向其销售电费、零星原材料和空压机等。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85,312.21 万元，净资产为 23,686.45 万
元，净利润为 2,346.56 万元（未经审计）。
4、浙江开山缸套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由公司控股股东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公司，公司注册
资金为 1,300 万元，主要从事内燃机配件的制造和销售。关联交易内容为向我公
司销售气缸，我公司向其销售电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5,809.02 万元，净资产为-17.43 万元，净利润为-30.21 万元（未经审计）。
5、浙江开山银轮换热器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公司参股公司（非合并报表），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主要从事
换热器的制造。关联交易内容为向公司销售各类换热器，公司向其销售电费。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8,041.27 万元，净资产为 12，808.79
万元，净利润为 1,749.68 万元（未经审计）。

6、浙江开山钎具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为 3,000
万元，主要从事钎具的制造。关联交易内容为公司向其销售压缩机及配件。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0,743.66 万元，净资产为 2,638.25 万元，
净利润为-66.39 万元（未经审计）。
7、开山矿山设备澳大利亚私人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是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公司注册资金为 10 万澳元，主要从事液压钻车的销售。关联交易内容为
其销售液压钻车过程中可能配套向公司采购空压机及配件。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0 万元，净资产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0 万元（未经审计）。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同一控制下的关联企业，以及与其他上市公司
合资企业（非合并报表）,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
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不会给本公司带来坏账损失。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市场价格定价。
2、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属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将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
与各关联方签订有关采购、销售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公司采购的货物、劳务和销售的货物、
电费是生产经营所需事项，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本期
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专项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审查了公司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需事项，交易以市场

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2、公司董事会审查了公司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发表了认可意见：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需事项，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
为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情况。因此，同意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本议案关联董事曹克坚、TANG,
YAN 回避表决，由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3、公司监事会审查了公司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需事项，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
为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情况。因此，同意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七、备查文件
1、开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开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开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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