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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威集团”）为公司原董事长李俊杰实

际控制的企业，其附属企业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威轮毂”）、

滨州盟威斯林格缸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威缸套”）、滨州盟威摩擦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盟威摩擦副”）与公司在历史上存在较多的关联交易；公司与盟

威轮毂的交易主要是盟威轮毂向公司采购液态铝合金，公司与盟威缸套的关联交

易主要是公司向盟威缸套采购镶环，公司与盟威摩擦副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向

盟威摩擦副销售活塞，该等关联交易已按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程

序。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于 2011 年 4 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提出整改要

求；为此，公司对近三年以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全面自查；通

过自查，公司发现虽然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了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全部关联交

易的金额、性质、比例等，但未就上述关联交易的附属关联交易单独提交董事会

审议。 

2012年 7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确认公司与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附属企业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李俊杰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直至 2011 年 4 月方辞去公司董事、董事

长职务；公司现任董事长林风华、现任副总经理徐钦友、现任董事会秘书王洪波

之前曾在盟威集团或其附属企业任职，该等人员于 2011 年 4 月方辞去在盟威集

团及其附属企业的任职，公司与盟威集团附属企业之间在 2009 年度、2010年度、

2011 年度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

规定，自 2012年 4月起，公司与盟威集团及其附属企业不再是关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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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关联交易未达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上述关联交易无须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无需其他部门审批。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赵树元、王竹泉、王小鲁就确认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公司的前任董事长为李俊杰；盟威集团为李俊杰实际控制的公司；在李俊杰

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由于历史渊源关系，公司与盟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存在较

多的关联交易，由于对相关规则的理解有误，存在部分关联交易未单独审议和披

露的瑕疵；2012年 7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确认公司与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附属企业关联交易的议案》；我们

认真审阅了该等关联交易的有关文件后,于事前认可了该等关联交易的确认事宜,

并在参与了董事会会议对该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后认为： 

（一）公司与盟威集团附属企业盟威轮毂的交易主要是公司为其提供液态铝

合金，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对相关规则理解的偏差，围

绕该交易产生的其他交易行为（为盟威轮毂代扣代缴电费、天然气费，提供生产

液态铝合金辅助材料，回收废铝屑）未能按照单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披露；在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提出整改要求后，公司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认真

自查，并将过往为盟威轮毂代扣代缴电费、天然气费，提供生产液态铝合金辅助

材料,回收废铝屑等交易按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了确认；公司为盟威轮毂代

扣代缴电费、天然气费，提供生产液态铝合金辅助材料,回收废铝屑等交易的价

格均按照政府定价或市场定价的原则予以确定，交易的价格和条件公允，未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另外，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在盟威集

团及其下属企业中兼职的人员已辞去相应兼职且已满一年；公司在职人员均已转

让其持有的盟威集团的全部股权，公司与盟威集团已不再构成关联关系；公司亦

就未来的业务布局予以安排，将大幅度减少与盟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交易。 

（二）公司与盟威集团附属企业盟威缸套的交易主要是公司向其采购镶环，

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对相关规则理解的偏差，围绕该交

易产生的其他交易行为（向盟威缸套销售镍铁屑和废镶环、原子公司惠民渤海活

塞有限公司为盟威缸套代扣代缴电费）未能按照单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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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披露；在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提出整改要求后，公司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认

真自查，并将过往向盟威缸套销售镍铁屑和废镶环、为盟威缸套代扣代缴电费等

交易按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了确认：公司向盟威缸套销售镍铁屑和废镶环、

惠民活塞为盟威缸套代扣代缴电费等交易的价格均按照政府定价或市场定价的

原则予以确定，交易的价格和条件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另外，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在盟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中兼职的人员已

辞去相应兼职且已满一年；公司在职人员均已转让其持有的盟威集团的全部股

权，公司与盟威集团已不再构成关联关系；公司亦就未来的业务布局予以安排，

将大幅度减少与盟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交易。 

（三）公司与盟威集团附属企业盟威摩擦副的交易主要是公司为其提供活

塞，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对相关规则理解的偏差，公司

于 2011 年一次性向盟威摩擦副回购活塞的交易未能按照单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并披露；公司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并将此项交易按照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进行了确认：公司向盟威摩擦副回购活塞的价格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

予以确定，交易的价格和条件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另外，公司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在盟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中兼职的人员已辞去

相应兼职满一年；公司在职人员均已转让其持有的盟威集团的全部股权，公司与

盟威集团已不再构成关联关系；公司亦就未来的业务布局予以安排，将大幅度减

少与盟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一）公司与盟威轮毂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盟威集团下属企业盟威轮毂与公司的交易主要是向公司采购液态铝合金，该

关联交易已按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在此交易背景下，公司还

存在为盟威轮毂代扣代缴电费和天然气费，向盟威轮毂采购铝屑和铝屑锭，向盟

威轮毂销售镁、硅等原材料的交易。报告期内，该等交易的金额、比例为： 

关联交易

内容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交易金额（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比

例（%） 

交易金额（元） 

占同类

交易金

额比例

（%） 

交易金额（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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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镁、硅

等原材料 
5,895,415.71 4.33 21,269,652.93 9.91 11,539,441.34 5.47 

代收电、天

然气费 
22,311,058.88 90.22 35,873,700.36 83.39 43,308,072.14 89.66 

采购铝屑

等 
1,553,329.56 0.19 8,763,934.24 0.80 4,466,002.55 0.38 

该等关联交易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根据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鲁价格发[2009]186 号文，

批准盟威工业园内的涉及电解铝生产销售的企业共同享受优惠电价；盟威工业园

内的企业主要包括公司、盟威集团及其附属企业；根据当地电力公司的要求，由

公司统一与电力部门签署供电协议，公司与盟威轮毂均设置独立的电表，用于计

量电力的实际采购量；在公司统一向电力公司支付电费后，再由公司向盟威轮毂

收取；计量价格标准按照政府定价统一计算。根据燃气供应单位的要求以及当时

天然气管路设计的原因，公司统一与燃气供应单位签订供气协议，公司与盟威轮

毂均设置独立的燃气计量表，用于计量天然气的实际发生量；在公司统一向燃气

部门支付天然气费后，再由公司向盟威轮毂收取；计量价格标准按照政府部门定

价统一计算。 

公司自盟威轮毂采购的铝屑和铝锭屑系盟威轮毂采购公司的液态铝合金加

工产品过程中产生的废料；鉴于该等铝屑和铝锭屑可作为公司的原材料，且系公

司供应给盟威轮毂原材料的副产品，公司使用该等原材料可保证公司产品质量；

同时，由于历史原因，盟威轮毂欠付公司的账款较多，公司回收该部分废料也可

一定程度的折抵盟威轮毂对公司的债务。公司对采购的铝屑和铝屑锭采用区分定

价的机制。铝屑采购价格依据出铝率、公司对盟威轮毂的合金铝水的供应价格及

盟威轮毂对其他公司的销售价等因素确定；铝屑锭采购价格依据公司对盟威轮毂

的合金铝水的销售价格和盟威轮毂向其他公司的销售价格予以确定。 

依照公司与盟威轮毂之间的协议，公司正常为盟威轮毂提供的是液态铝合金

（AlSi7Mg）。鉴于：1）盟威轮毂尚未建立适当的采购镁、硅等原材料的渠道；

2）公司本身亦大量使用该等原材料，集中采购可降低公司整体采购成本；3）受

公司产能的限制，因此存在公司将熔炼液态铝合金所需的镁、硅等原料一并销售

给盟威轮毂的情形；定价依据是长江现货市场报价。 

协议履行期限为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公司与盟威缸套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盟威缸套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向盟威缸套采购镶环，该关联交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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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在此交易背景下，公司还存在向盟威

缸套销售废镍铁屑、废镶环以及公司原子公司惠民活塞为盟威缸套代扣代缴电费

的交易。报告期内，该等交易的金额、比例为： 

关联交易

内容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交易金额（元） 

占同类

交易金

额比例

（%） 

交易金额（元） 

占同类

交易金

额比例

（%） 

交易金额（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比

例（%） 

销售原材

料等 
 5,390,896.55  3.96 13,930,141.21 6.49 16,768,004.35 7.95 

代收电费 3,038,245.74 12.29 7,146,289.54 16.61 4,996,205.93 10.34 

该等关联交易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镍铁屑和废镶环是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公司无法回收使用；考虑

到充分利用资源并最大程度上减少公司资金占用，公司决定将废弃的镍铁屑和废

镶环予以出售；公司最终以招标方式确定盟威缸套为镍铁屑和废镶环的收购单

位。 

公司原全资子公司惠民渤海活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民活塞”）因为用

电政策和线路设计原因与盟威缸套共用同一线路，并为其代收代付电费；惠民活

塞与盟威缸套均设置独立的电表，用于计量电力的实际采购量；在惠民活塞统一

向电力公司支付电费后，再由惠民活塞向盟威缸套收取；计量价格标准按照政府

定价统一计算。201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与盟威缸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

将持有的惠民活塞 100%股权转让给盟威缸套；2011 年 4 月 30 日，办理完毕股

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盟威缸套因在电力公司无专门的

缴费账户，为与电力公司签订供电合同，惠民活塞继续代收代付了部分电费。直

至 2011 年 8 月，盟威缸套与电力公司签订供电合同，开设结算账户，独立结算

为止。 

协议履行期限为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公司与盟威摩擦副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盟威摩擦副因销售活塞产生的关联交易已按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批程序，2011年度存在向盟威摩擦副回购活塞的交易。由于公司自 2011

年 4月份起开始独立组装四配套部件（缸套+活塞+活塞环+活塞销），盟威摩擦副

不再从事该业务，因此，2011 年 4 月，公司一次性回购了之前销售给盟威摩擦

副的库存活塞和其未组装完毕的四配套部件，交易金额为 7,482,347.88 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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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原销售价格。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基于电路设计和用电政策的原因，公司为盟威轮毂代收代付电费、天

然气费，该等交易未实质损害公司的利益；公司向盟威轮毂提供原材料及向盟威

轮毂回收铝屑和废铝锭是执行销售液态铝合金产生的辅助交易行为，该关联交易

行为有助于销售液态铝合金行为，有助于促进公司的生产销售，符合公司利益。 

（二）基于电路设计和用电政策的原因，公司原子公司惠民活塞在过去一段

时期为盟威缸套代收代付电费，该等交易未实质损害公司的利益。镍铁屑和废镶

环是公司生产过程的废弃物，公司无法使用，将其出售符合公司的经济利益。公

司利用招投标的形式确定了盟威缸套为该等废弃物的收购商，价格形成符合市场

经济原则，符合公司利益。 

（三）公司与与盟威摩擦副的交易有助于减少公司的应收账款，实现公司债

权，符合公司的利益。 

 

五、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采取的措施 

（一）公司高管人员兼职方面 

公司现任董事长林风华曾担任盟威集团董事，2011年 4月 10日，经盟威集

团股东会批准林风华不再担任其董事职务；公司现任副总经理徐钦友曾担任盟威

集团董事，2011年 4月 10日，经盟威集团股东会批准徐钦友不再担任其董事职

务；公司现任董事会秘书王洪波曾任盟威集团下属企业滨州盟威摩擦副有限公司

监事，2011年 4月 10日，经滨州盟威摩擦副有限公司唯一股东盟威集团做出决

定，王洪波不再担任其监事职务。 

自 2011年 4月 10日起，渤海活塞现任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再

在盟威集团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渤海活塞在职人员转让持有的盟威集团少量股权 

2012年 5月 7日，林风华等 29名公司在职人员将持有的盟威集团少量股权

全部转出；2012 年 6 月盟威集团已办理完毕相关工商变更手续；渤海活塞现任

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在职职工不再持有盟威集团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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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调整业务布局，减少直至完全消除与盟威集团的交易 

1、2012年 5月，公司已从盟威集团购买经营用土地使用权，不再向其租赁

土地。 

2、公司与盟威集团水费和天然气费用已分别于 2010 年底和 2011 年 9 月实

现各自独立上缴。 

3、公司正在积极与滨州市供电公司进行商谈，协调改造现有线路和调整用

电政策，以便实现盟威集团独立缴费。在实现彻底独立缴费前，公司已要求盟威

集团预付费，并核定设备折旧费和管理费等费率，收取盟威集团相应费用。 

4、2011年 4月后，公司已基本停止向盟威轮毂采购业务。 

5、2012年以来，除零星销售外，公司已基本停止向盟威轮毂销售镁、硅等

原材料。 

6、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已通过决议，决定建设自有镶环铸造、

镶环加工车间，投产后，将不再向盟威缸套采购镶环。 

7、公司已开始自主生产摩擦副，已停止向盟威摩擦副采购摩擦副产品。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7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