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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源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追认偶发性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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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追认的关联交易为偶发性关联交易。 

具体如下： 

1、安徽力合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电力”）向公司销售原材料，

2021 年预计金额为 0 元，实际交易金额为 1,041,418.63 元，2021 年 8 月已追认

22,941.79 元，本次追认 1,018,476.84 元；力合电力向公司提供厂房租赁，2021

年预计金额为 0 元，实际交易金额为 85,714.30 元，本次追认 85,714.30 元。 

2、安徽美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通电力”）向公司销售原材料，

2021 年预计金额为 0 元，实际交易金额为 3,139,223.88 元，2021 年 8 月已追认

1,398,358.34 元，本次追认 1,740,865.54 元。 

3、合肥力鹏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鹏电力”）向公司销售原材料，

2021 年预计金额为 0 元，实际交易金额为 169,962.30 元，2021 年 8 月已追认

31,542.94 元，本次追认 138,419.36 元。 

4、安徽金悦徽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悦徽情”）向公司提供餐

饮服务，2021 年预计金额为 0 元，实际交易金额为 54,961.00 元，2021 年 8 月已

追认 35,243.00 元，本次追认 19,718.00 元。 

5、合肥香禾农林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禾农林”）向公司销

售水果，2021 年预计金额为 0 元，实际交易金额为 4,100 元，本次追认 4,100 元。 

6、董事王芸向公司无偿提供借款，2021 年预计金额为 0 元，实际发生金额

为 1,056,343.00 元，本次追认 1,056,34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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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监事杨昆向公司无偿提供借款，2021 年预计金额为 0 元，实际发生金额

为 570,601.51 元，本次追认 570,601.51 元。 

8、董事朱忠武、陈少敏、陆光磊、关联方力合电力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2021 年预计金额为 0 元，实际发生额为 12,100,000 元，本次追认 12,100,000 元。 

8、董事朱忠武、陆光磊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2021 年预计金额为 0 元，实

际发生额为 14,200,000 元，本次追认 14,200,000 元。 

9、董事朱忠武、陆光磊、陈少敏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2021 年预计金额为

0 元，实际发生额为 16,000,000 元，本次追认 16,000,000 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2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追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 

相关规定，朱忠武、陈少敏、梁兴松、陆光磊、王芸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

该议案表决。该议案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将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安徽力合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合作化南路合安大厦 13 层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与石门路交叉口尚泽大都会

A3-10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朱忠武 

实际控制人：朱忠武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电力工程设计、安装、调试、试验；电力设备及系统维护、检修；

电力工具维修；五金交电、普通机械、电线电缆、机电产品的零售；道路照明工

程施工，土石方工程的施工，煤炭批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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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力合电力持有公司 55%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故公司与力

合电力构成关联关系。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安徽美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合肥经开区桃花工业园汤口路与八公山路交口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安乐路 88 号 A-114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 向兵 

实际控制人： 朱忠武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 电力设备、电力器材、电线电缆、五金交电研发、销售，工业

产品销售，元器件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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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力合电力持有美通电力 52%的股权；公司董事陈少

敏持有美通电力 34%的股权；公司董事朱忠武担任美通电力执行董事；公司董事

陆光磊担任美通电力监事，故公司与美通电力构成关联关系。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合肥力鹏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宿松路供电东村 2 号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宿松路供电东村 2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 朱忠芹 

实际控制人： 朱忠武 

注册资本： 20 万元 

主营业务： 电力设备设计、销售；五金工具维修；五金交电、机械设备、

电线电缆、机电产品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力合电力持有力鹏电力 67%股权，力鹏电力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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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故公司与力鹏电力构成关联关系。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安徽金悦徽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与青龙潭路交口东北角龙云大

厦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与青龙潭路交口东北角龙云

大厦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 赵金梅 

实际控制人：赵金梅  

注册资本： 500 万 

主营业务： 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经济贸易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公

共关系服务；会议服务；市场调查；企业营销策划；餐饮、住宿服务；预包装食

品销售（含网上）；卷烟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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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朱忠武持有金悦徽情 37%的股权，且担任金悦徽情监事，

故公司与金悦徽情构成关联关系。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合肥香禾农林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巢湖市烔炀镇中李小学 

注册地址：：巢湖市烔炀镇中李小学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何文革  

实际控制人： 朱忠武 

注册资本： 500 万 

主营业务： 花卉、果木、苗木的研究开发、种植、销售及投资 ； 农林、

中药材的种植、销售（未经加工、泡制）及投资 ；水产养殖、销售及投资 ；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 ；农业技术服务及咨询服务 ；农业观光旅游。 （依法须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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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朱忠武持有香禾农林 41.18%的股权，且担任香禾农林

监事，故公司与香禾农林构成关联关系。 

 

6. 自然人 

姓名：王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 

关联关系：王芸担任公司董事，故公司与王芸构成关联关系。 

 

7. 自然人 

姓名：杨昆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 

关联关系：杨昆担任公司监事，故公司与杨昆构成关联关系。 

 

8. 自然人 

姓名：朱忠武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合作化南路合安大厦 

关联关系：朱忠武持有力合电力 99%的股权，能够通过控制力合电力间接控

制公司。此外，在公司日常运营的经营决策中，朱忠武作为公司董事长起主导作

用，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生产经营，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公司与朱忠武构成关

联关系。 

 

9. 自然人 

姓名：陈少敏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顶峰公寓 

关联关系：陈少敏持有公司 39.76%的股权，且担任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兼

总经理，故公司与陈少敏构成关联关系。 

 

10. 自然人 

姓名：陆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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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合作化南路合安大厦 

关联关系：陆光磊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故公司与陆光磊

构成关联关系。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均遵循有偿公平、自愿

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无不

利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为关联

交易受到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系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设计、餐饮服

务，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无不利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系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具有合理性、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系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设计、餐饮服

务，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无不利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目录 

《力源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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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源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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