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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2726        证券简称：中机试验       主办券商：太平洋证券 

  

 

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 2017 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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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是追认 2017年十九次偶发性关联交易：   单位（元） 

序号 关联方 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 

1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采购 256,410.26 

2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采购 890,973.19 

3 儒拉玛特自动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采购 689,518.64 

4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推广费 43,396.22 

5 北京天顺长城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款 179,179.49 

6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推广费 246,653.04 

7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推广费 18,376.06 

8 中机（北京）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推广费 18,867.92 

9 重庆仪表功能材料检测所 
热电偶检

测费 
45,000.00 

10 德阳二重技协服务中心 检测费 14,830.18 

11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销售 290,598.29 

12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销售 1,608,059.83 

13 中设通用机械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 236,752.12 

14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销售 1,559,8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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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儒拉玛特自动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销售 10,823,390.24 

16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销售 2,080,341.88 

17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试验机 2,653,846.15 

18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其它办公

费用 
319,020.45 

19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贷款 5,000,000.00 

(二) 关联关系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农机院”）为公司控股

股东，持有 59.50%的股份。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机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国机资产管理公司、沈阳汇博热能设备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 73.03%

的表决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中设通用机械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国机集团控制的公司 

2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机集团控制的公司 

3 北京天顺长城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农机院控制的公司 

4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机集团控制的公司 

5 中机（北京）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农机院控制的公司 

6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机集团控制的公司 

7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国机集团控制的公司 

8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机集团控制的公司 

9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国机集团控制的公司 

10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机集团控制的公司 

11 德阳二重技协服务中心 
国机集团控制的中国第二重型机械

集团公司的工会持股 100% 

12 重庆仪表功能材料检测所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下属事业

单位 

13 
儒拉玛特自动化技术（苏州）有限公

司 

子公司长春中机儒拉玛特自动化技

术有限公司股东，持股 50% 



公告编号：2018-009 

3 / 7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8 年 4 月 2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追认 2017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以 2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其中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关联董事苑严伟、庄庆

伟、马敬春 3人回避表决，本议案需提请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四) 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序

号 

关联方姓名/名

称 

住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 

法定代表

人 

1 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号 

911100001000080343 任洪斌 

2 中国农业机械化

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

外北沙滩一号 

9111000040000158XH 王博 

3 北京天顺长城液

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德外北

沙滩一号院内 

911101057868899637 段京云 

4 重庆材料研究院

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

镇嘉德大道 8号 

91500109203207909C 刘庆宾 

5 广州机械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茅岗路

828号 

91440101455861245J 黄兴 

6 西麦克国际展览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

南街 1号四层 

91110102101425737G 张力 

7 重庆仪表功能材

料检测所 

北碚区蔡家岗镇嘉德

大道 8号 

1250000070938761XN 事业法人 

8 合肥通用机械研

究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长江西路 888 号 

9134010070505480XN 陈学东 

9 儒拉玛特自动化

技术（苏州）有

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

路 306 号华奕天合工

业坊非标准厂房第 2

号 

913205947132400989 

 

 

THOMAS 

MACK 

10 二重集团（德阳）

重型装备股份有

四川省德阳市珠江西

路 460号 

91510600735892505H 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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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11 中设通用机械进

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

外大街 178、180、甲

180号 801 室 

9111010210145065X4 张奇 

12 第一拖拉机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建设路

154号 

91410000170005381W 赵剡水 

13 德阳二重技协服

务中心 

四川省德阳市二重厂

区 104区 

915106002051005238 苏晓甦 

14 中机（北京）会

议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

王庄中国农机实验站 

911101141026959317 杨瑞学 

15 国机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号 

9111010810001934XA 李家俊 

(二) 关联关系 

1、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 59.50%的

股份。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国机资产管理公司、沈阳汇博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间接控制公司 73.03%的表决权。 

中设通用机械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合肥

通用机械研究院、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拖

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均为国机集团控制的公司； 

2、德阳二重技协服务中心是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的工会

持股 100%机构； 

3、重庆仪表功能材料检测所是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下属事

业单位； 

4、儒拉玛特自动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是子公司长春中机儒

拉玛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股东，持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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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机（北京）会议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天顺长城液压科技有

限公司是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控制的公司。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向关联方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采购产品，发生偶发性

关联交易 256410.26元； 

2. 公司向关联方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采购生产材料，发生偶发

性关联交易 890973.19元；  

3. 公司向关联方儒拉玛特自动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采购配件、

原材料等产品，发生偶发性关联交易 689518.64元； 

4. 关联方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杂志广告推广服

务，发生偶发性关联交易 43396.22元； 

5. 公司向关联方北京天顺长城液压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生产用原材料，

发生偶发性关联交易 179179.49元； 

6. 关联方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会议服务等，发生

偶发性关联交易 246653.04元； 

7. 关联方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展会服务，发生

偶发性关联交易 18376.06元； 

8. 关联方中机（北京）会议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会议服务，发

生偶发性关联交易 18867.92元； 

9. 关联方重庆仪表功能材料检测所为公司提供热电偶检测服务，发

生偶发性关联交易 45000元； 



公告编号：2018-009 

6 / 7 

10.关联方德阳二重技协服务中心为公司提供检测服务，发生偶发性

关联交易 14830.18元； 

11.公司向关联方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销售试验机产品，发生偶

发性关联交易 290598.29元； 

12.公司向关联方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销售试验机产品，发生偶发性

关联交易 1608059.83元； 

13.公司向关联方中设通用机械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驱动器、试

验机等产品，发生偶发性关联交易 236752.12元； 

14.公司向关联方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销售试验机产品，发

生偶发性关联交易 1559829.06元； 

15.公司向关联方儒拉玛特自动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销售自动化

装配线等，发生偶发性关联交易 10823390.24元； 

16.公司向关联方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试验

机产品，发生偶发性关联交易 2080341.88元； 

17.公司向关联方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试验机产品，发生偶

发性关联交易 2653846.15元； 

18.公司向关联方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租用房屋，发生偶发性

关联交易 319020.45元； 

19.公司向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贷款，发生偶发性关联交易

5000000元；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办公需要，交易双方以平等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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