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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2        证券简称：黄河旋风         公告编号：临 2022-017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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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以及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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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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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河南伊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注册地址位于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黄河工业园（魏武大道 188 号），

法定代表人魏晓广。经营范围：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医

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用口罩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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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护人

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口

罩零售；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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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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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17038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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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付保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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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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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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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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长葛市魏武大道北段东侧，法定代表人侯进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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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上海钜雅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0 月，注册资本 6000 万人

民币，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景乐路 228 号 7 幢（廊下经济小区），

法定代表人孙茹。经营范围：从事智能科技、机电科技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信工程，自有房屋租赁，网站建设，从事货物

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石墨及碳素制品，复合材料，工业自动化设备，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医疗器械（仅限不需医疗器械许可证的品种），机电设备，

金属材料及制品，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电源电力设备，电池（除危险化学品），

珠宝饰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河南许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6 月，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长兴路街道人民路北段 200号，法

定代表人王延峰。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

制造；电动机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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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上述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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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河南伊君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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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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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上海钜雅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黄河旋风供应中心有

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11）河南许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联营企业。 

二、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方交易情况表（2021年度） 

单位：万元 

关联单位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2021年实

际发生额 

2021年预

计发生额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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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4.43  5,000.00 

河南力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1,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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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许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1,112.94   

河南黄河实业集团汇丰物流有限公司 运输费 市场价格  308.16  150.00 

河南烯碳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设备 市场价格  126.55   

河南豫秀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业务招待费 市场价格  54.84  50.00 

河南须河车辆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市场价格  49.43   

河南伊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43.13   

河南蓝电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设备 市场价格  35.03   

长葛市黄河电气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1.21   

小计 4,419.72 5,200.00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河南烯碳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81.35  200.00 

长葛市黄河电气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7.88  30.00 

河南许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770.47  

河南力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租赁费 市场价格 343.70 500.00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租赁费 市场价格 8.86 100.00 

河南豫秀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租赁费 市场价格 318.24  

小计 1,550.50 830.00 

合计 5,970.22 6,030.00 

2021 年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6,030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5,970.22 万元，

上年度未预计 2021 年度采购河南力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材料，主要原因为公司

2021 年偶发公司为应对电力波动向其采购应急电源导致，河南许钻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于 2021年成立，因此上年度未预计对其 2021年度采购材料及销售商品事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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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公司运营情况，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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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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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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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0 

河南豫秀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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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400.00 

河南烯碳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200.00 

河南许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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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须河车辆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市场价格 50.00 

合计 9,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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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需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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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发表意见： 

公司 2021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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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将该议案获得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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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

需在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时进行回避。 

七、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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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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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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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