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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0107        证券简称：博阳新能        主办券商：东海证券 

 

上海博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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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性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博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阳新能”、

“公司”）日常经营所需，预计 2018年度与上海茸懿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13,000,000 元；与苏州绿棱太阳能发电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10,000,000 元；与上海茸靖新

能源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30,000,000 元；与上

海茸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20,000,000 元；与上海茸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

售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元；与上海茸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元；与上海瑾茸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元；与山东志

齐新能源有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25,000,000 元；与上海志茸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元；

与上海茸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元；与上海茸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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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金额不超过 30,000,000 元；与宿迁长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关联

销售金额不超过 6,500,000 元；与博炘新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20,000,000 元；与上海颉能创业孵

化器管理有限公司关联租赁金额不超过 1,000,000 元；与江阴市豪江

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关联采购金额不超过 15,000,000 元；接受张宏泉

先生财务资助不超过 10,000,000 元；张宏泉、田娟夫妇为公司向金

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元。 

（二）关联方概述 

公司与上海茸懿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苏州绿棱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上海茸靖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茸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茸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茸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瑾茸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志齐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志茸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茸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茸擎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宿迁长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博炘新能源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和上海颉能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都是上海郡

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博阳新能董事长张宏泉系上海郡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宏泉、田娟夫妇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

秘书赵娅媛的父亲赵建刚担任江阴市豪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8 年 4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关于公司预计 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张宏

泉、张伟、袁从杰、林志坚和张昀回避表决。同意票数为 0 票；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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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因无关联董事不足

三人，故根据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规定，直接提交 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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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姓名/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上海茸懿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

1800 弄 3号 
有限责任公司 陆昱 

苏州绿棱太阳能发

电有限公司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庞金

路 2797 号 
有限责任公司 熊郁希 

上海茸靖新能源有

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

1800 弄 3号 
有限责任公司 吴蕾 

上海茸睿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

1800 弄 3号 
有限责任公司 徐志斌 

上海茸坤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文

翔路 5016 号 
有限责任公司 张磊敏 

上海茸煊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文

翔路 5016 号 
有限责任公司 刘城林 

上海瑾茸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文

翔路 5016 号 
有限责任公司 张海洲 

山东志齐新能源有

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付庄小区东北角办公

楼六楼 

有限责任公司 王福明 

上海志茸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

301号 
有限责任公司 王健 

上海茸郡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

777弄 26号 315室 
有限责任公司 曹兴会 

上海茸擎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

1800 弄 3号 
有限责任公司 赵铭 

宿迁长飞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沐阳县官墩乡郁玗村十八

组 64 号 
有限责任公司 丁东亚 

博炘新能源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

号乙楼 4090室 
有限责任公司 郭军涛 

上海颉能创业孵化 上海市松江区申港路 3450 有限责任公司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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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管理有限公司 号 2幢一层 101室 

江阴市豪江金属科

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顾山镇顾北村锡张

路西 
有限责任公司 赵建刚 

张宏泉 
上海市松江区三新北路

900弄 
- - 

田娟 
上海市松江区三新北路

900弄 
  

(二)关联关系 

公司与上海茸懿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苏州绿棱太阳能发电有限

公司、上海茸靖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茸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茸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茸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瑾茸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志齐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志茸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茸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茸擎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宿迁长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博炘新能源科

技（上海）有限公司和上海颉能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都是上海郡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博阳新能董事长张宏泉系上海

郡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宏泉、田娟夫妇系公司实际控

制人；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娅媛的父亲赵建刚担任江阴市豪江金属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其他事项 

无。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所需，预计 2018年度与上海茸懿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13,000,000 元；与苏州绿棱太阳能发电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10,000,000 元；与上海茸

靖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3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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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海茸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20,000,000 元；与上海茸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

售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元；与上海茸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元；与上海瑾茸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元；与山东志

齐新能源有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25,000,000 元；与上海志茸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元；

与上海茸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元；与上海茸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销

售金额不超过 30,000,000 元；与宿迁长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关联

销售金额不超过 6,500,000 元；与博炘新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 20,000,000 元；与上海颉能创业孵

化器管理有限公司关联租赁金额不超过 1,000,000 元；与江阴市豪江

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关联采购金额不超过 15,000,000 元；接受张宏泉

先生财务资助不超过 10,000,000 元；张宏泉、田娟夫妇为公司向金

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元。。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拟订立书面协议，上述预计交易

定价按照市场原则定价，交易的价格遵照公允、合理、公平、公正

的市场原则进行，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及经营的正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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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发展经

营的支持，有助于公司筹集日常发展所需的资金，不存在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上海博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上海博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