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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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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本日常关联交易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正常业务开展，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1年4月2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仙德、陈康平、李仙华、

胡建军回避表决。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经事前审核，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1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是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价

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确定的，定价方式公允、合理，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

营，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

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

预计金额 

2020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采购原材

料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组件 

20,000.00 

41.82 

江西晶科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支架、备

品备件 
206.25 

销售商品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屋顶分布式电

站的售电交易 

330.00 305.68 

晶科能源科技（海宁）有限公司 350.00 3.09 

提供劳务 

玉环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电站运维服务 

900.00 
383.48 

玉环晶能电力有限公司 497.05 

鄱阳县洛宏电力有限公司 

0 

1,159.90 

铅山县晶泰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38.52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4.48 

玉环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EPC 服务 0 

217.70 

玉环晶能电力有限公司 44.04 

JinkoSolar Holding Co., Ltd 

为避免同业竞

争，公司受托

管理 JinkoSolar

持有的海外电

站权益 

830.00 899.95 

JinkoSolar Holding Co., Ltd 

为关联方的电

站项目提供的

技术及商务咨

询服务 

0 67.38 

出租设备 铅山县晶泰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出租集控中心 0 4.90 

承租房产 晶科绿能（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承租办公用房 240.00 217.73 

担保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为公司

融资提供担

保，收取部分

担保费 

3,000.00 

1,346.15 

JinkoSolar Holding Co., Ltd 391.87 

合计 25,650.00 5,829.99 

注：1、2020年度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2、公司2020年度向晶科能源及其下属公司采购原材料金额较预计金额下降较多的原因

主要系公司2020年度电站工程施工量较计划降低较多所致。 

3、鄱阳县洛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鄱阳洛宏”）原为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晶科能源”，原名：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2019年12月20日，晶科能源将

其持有的鄱阳洛宏全部股权转让给其他独立第三方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鄱阳洛宏自2020年12月21日起，不再认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金额 

2021 年年初

至披露日累

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采购原

材料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组件、支

架 
8,500.00 0 

销售商

品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屋顶分布式电

站的售电交易 
330.00 58.15 

提供劳

务 

玉环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电站运维服务 

450.00 85.07 

玉环晶能电力有限公司 450.00 116.44 

JinkoSolar Holding Co., Ltd 

为避免同业竞

争，公司受托

管理

JinkoSolar 持

有的海外电站

权益 

950.00 215.34 

担保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JinkoSolar Holding Co., Ltd 

关联方为公司

融资提供担

保，收取部分

担保费 

1,200.00 234.88 

租赁房

产 

晶科绿能（上海）管理有限

公司 
租赁办公场地 240.00 59.33 

合计 12,120.00 769.21 

注：1、以上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包含上述关联方及其控股子公司。 

2、公司2021年度向晶科能源及其下属公司采购原材料的预计金额较上年实际发生额增

加较多的原因主要系2020年公司EPC订单偏少，施工量下降较多所致。 

3、除上表预计的金额外，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向关联方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晶科能源科技（海宁）有限公司、晶科能源（滁州）有限公司提供长期售电服务

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已与上述关联方签订了长期售电协议，每年售电交易金额合计约人民

币1,30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JinkoSolar Holding Co., Ltd（以下简称“JKS”） 



总股本：4,529万 

董事会主席：李仙德 

注册地址：开曼群岛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硅锭、硅片、电池片和组件等光伏产品的制造 

股东结构：JKS为纽交所上市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

间接持有JKS的股权比例为18.48%。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JKS总资产人民币532.3亿元，净资产

人民币99.9亿元；2020年1-12月，JKS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51.3亿元，实现净利

润人民币2.3亿元（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实现净利润人民币9.6亿元）（未经

审计）。  

关联关系介绍：JKS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三）之规定，JKS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经济开发区晶科大道1号 

经营范围：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铸锭、多晶硅片；高效太阳能电池、

组件和光伏应用系统的研发、加工、制造、安装和销售；太阳能原料及相关配套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述应用系统用电子产品、太阳能建筑装饰材料、太阳能照

明设备的设计、鉴证咨询、集成、制造、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晶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晶科能源73.28%股份。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晶科能源总资产人民币410.11亿元，

净资产人民币95.42亿元；2020年1-12月，晶科能源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48.68亿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27亿元（母公司，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介绍：晶科能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三）之规定，晶科能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晶科能源”） 

注册资本：205,498.84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袁花镇袁溪路5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

子专用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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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

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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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结构：晶科能源持有浙江晶科能源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浙江晶科能源总资产人民币95.08亿

元，净资产人民币35.66亿元；2020年1-12月，浙江晶科能源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59.29亿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0.31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介绍：晶科能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浙江晶科能源为晶

科能源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三）之规

定，浙江晶科能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玉环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环晶科”） 

注册资本：26,4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曾庆波  

注册地址：浙江省玉环市经济开发区滨江大道1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电力工程施工及发电机组设备安装，电力工程设计

服务，光伏设备制造、安装、销售，电力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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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国家电投集团浙江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玉环晶科51%股权，本公

司持有玉环晶科49%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玉环晶科总资产人民币8.10亿元，净

资产人民币3.54亿元；2020年1-12月，玉环晶科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05亿元，实

现净利润人民币0.41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介绍：公司董事长李仙德先生于2020年8月12日辞去玉环晶科的董

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6（二）之规定，董事长

辞去玉环晶科董事职务的十二个月内，玉环晶科仍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5、玉环晶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环晶能”） 

注册资本：3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曾庆波 

注册地址：玉环经济开发区滨江大道1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农业技术开发，电力技术咨询，电力供应，太阳能

发电设备安装。 

股东结构：国家电投集团浙江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玉环晶能51%股权，本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有限公司持有玉环晶能49%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玉环晶能总资产人民币10.51亿元，净

资产人民币4.29亿元；2020年1-12月，玉环晶能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28亿元，实

现净利润人民币0.37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介绍：公司董事长李仙德先生于2020年8月12日辞去玉环晶能的董

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6（二）之规定，董事长

辞去玉环晶能董事职务的十二个月内，玉环晶能仍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6、晶科绿能（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绿能”） 

注册资本：56,262.52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1516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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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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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晶科能源持有晶科绿能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晶科绿能总资产人民币9.55亿元，净

资产人民币5.43亿元；2020年1-12月，晶科绿能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52亿元，实

现净利润人民币-0.13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介绍：晶科能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晶科绿能为晶科能

源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三）之规定，

晶科绿能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以往经营合作过程



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主要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或者通过招标、

竞价等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组件、售电交易、提供电

站运维服务及租赁办公场所等，是基于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

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