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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天正电气 一种变压器接线端子
及夹件 ZL201920247265.X 2019.02.27 10年 重要

322 天正电气 一种塑壳断路器 ZL201920256401.1 2019.02.28 10年 重要

323 天正电气 一种塑壳断路器的分
合闸检测装置 ZL201920256364.4 2019.02.28 10年 重要

324 天正电气 一种断路器接触系统 ZL201920326922.X 2019.03.14 10年 重要

325 天正电气 一种熔断器式隔离开
关的灭弧室安装结构 ZL201920343938.1 2019.03.18 10年 一般

326 天正电气 一种熔断器式隔离开
关的熔断器安装结构 ZL201920343797.3 2019.03.18 10年 一般

327 天正电气 一种熔断器式隔离开
关 ZL201920343526.8 2019.03.18 10年 一般

328
天正电气、温
州职业技术学
院

一种断路器线路板的
安装机构及其断路器 ZL201920460165.5 2019.04.08 10年 一般

329 天正电气 一种小型直流断路器 ZL201920525158.9 2019.04.17 10年 重要

330 天正电气 接线端子组件和隔离
开关 ZL201920592872.X 2019.04.28 10年 一般

331 天正电气 一种断路器 ZL201920647717.3 2019.05.07 10年 重要

332 天正电气 热磁脱扣装置及其断
路器 ZL201920653991.1 2019.05.08 10年 重要

333 天正电气 一种接触器的触头系
统及接触器 ZL201920788427.0 2019.05.29 10年 重要

334 天正电气 一种电磁脱扣机构及
具有其的断路器 ZL201920804759.3 2019.05.30 10年 重要

335 天正电气 一种具有分体式底座
的接触器 ZL201920913671.5 2019.06.18 10年 重要

（3）外观设计专利46项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权利起

始日 有效期 是否重要

1 天正电气 断路器
（小型TGB3-40） ZL201230075480.X 2012.03.26 10年 一般

2 天正电气 小型断路器
（TGB3系列） ZL201230417307.3 2012.08.31 10年 一般

3 天正电气 小型断路器
（DZ47N-63） ZL201230431631.0 2012.09.10 10年 一般

4 天正电气 漏电断路器 ZL201230497060.0 2012.10.18 10年 一般

5 天正电气 塑壳断路器 ZL201230497397.1 2012.10.18 10年 一般

6 天正电气 交流接触器 ZL201330153408.9 2013.05.03 10年 一般

7 天正电气 断路器面板（VTG） ZL201330347742.8 2013.07.23 10年 一般

8 天正电气 交流接触器 ZL201330389249.2 2013.08.14 10年 一般

9 天正电气 电容器接线装置 ZL201330458359.X 2013.09.25 10年 一般

10 天正电气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ZL201330469988.2 2013.09.30 10年 一般

11 天正电气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ZL201330471041.5 2013.09.30 10年 一般

12 天正电气 塑 料 外 壳 式 断 路 器
（THM5系列） ZL201430180284.8 2014.06.13 10年 一般

13 天正电气 灭弧罩盖 ZL201430195649.4 2014.06.23 10年 一般

14 天正电气 小型断路器
（THB5-63） ZL201430202118.3 2014.06.25 10年 一般

15 天正电气 热继电器（TGR1s -18） ZL201530314310.6 2015.08.20 10年 一般

16 天正电气 热继电器（TGR1s -95） ZL201530314346.4 2015.08.20 10年 一般

17 天正电气 交流接触器
（TGC1s -09~18） ZL201530314349.8 2015.08.20 10年 一般

18 天正电气 交流接触器
（TGC1s -40~65） ZL201530314505.0 2015.08.20 10年 一般

19 天正电气
漏电断路器
（TGB1NLE-32/TGB1
NLE-63）

ZL201630099491.X 2016.03.30 10年 一般

20 天正电气 漏电断路器
（TGB1NLE-40） ZL201630099480.1 2016.03.30 10年 一般

21 天正电气
断路器
（TGB1N-63/TGB1N-
125）

ZL201630099488.8 2016.03.30 10年 一般

22 天正电气 断路器附件
（TGB1N-MX+OF） ZL201630099483.5 2016.03.30 10年 一般

23 天正电气 小型断路器
（TGB1N-40） ZL201630099477.X 2016.03.30 10年 一般

24 天正电气 隔离开关
（TGH1N-125） ZL201630099484.X 2016.03.30 10年 一般

25 天正电气 漏电断路器
（TGB1NLE-125） ZL201630099486.9 2016.03.30 10年 一般

26 天正电气
断路器附件
（TGB1N-OF/TGB1N
-SD）

ZL201630099492.4 2016.03.30 10年 一般

27 天正电气 漏电重合闸断路器
（TCM2LC） ZL201630099476.5 2016.03.30 10年 一般

28 天正电气 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 ZL201630210161.3 2016.05.30 10年 一般

29 天正电气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ZL201630453897.3 2016.08.31 10年 一般

30 天正电气 电动机断路器 ZL201630603542.8 2016.12.09 10年 一般

31 天正电气 万能式断路器 ZL201730154373.9 2017.05.02 10年 一般

32 天正电气 小型断路器 ZL201730293764.9 2017.07.06 10年 一般

33 天正电气 小型断路器 ZL201730293763.4 2017.07.06 10年 一般

34 天正电气 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
（3P+N） ZL201730304806.4 2017.07.12 10年 一般

35 天正电气 接触器 ZL201730449182.5 2017.09.21 10年 一般

36 天正电气 继电器外壳（小型） ZL201830160299.6 2018.04.18 10年 一般

37 天正电气 塑壳断路器 ZL2018307087448 2018.12.07 10年 一般

38 天正电气 塑壳断路器 ZL2018307094812 2018.12.07 10年 一般

39 天正电气 智能电容器上盖 ZL2019300241393 2019.01.16 10年 一般

40 天正电气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 ZL2019300289848 2019.01.18 10年 一般

41 天正电气 投切开关 ZL201930073367X 2019.02.22 10年 一般

42 天正电气 时控开关 ZL201930145561.4 2019.04.02 10年 一般

43 天正电气 自动转换开关电器 ZL201930216547.9 2019.05.06 10年 一般

44 天正电气 信号灯蜂鸣器 ZL201930362760.0 2019.07.09 10年 一般

45 天正电气 旋钮开关 ZL201930362759.8 2019.07.09 10年 一般

46 天正电气 旋转释放急停钮 ZL201930363095.7 2019.07.09 10年 一般
（4）域名4项

序号 域名名称 域名所有者 注册时间 到期时间

1 teng en.com 天正电气 2011.7.14 2026.11.1

2 ta ch-e.cn 天正电气 2011.2.21 2020.3.10

3 ta ch-e.com.cn 天正电气 2011.2.21 2020.3.9

4 ta ch-e.com 天正电气 2011.2.16 2020.3.9
（5）软件著作权28项

序号 所有权人 软件名称 登记号 完成日期 取得方式

1 天正电气 天正DDSU256型单相电子式电能
表（导轨）程序软件V2.0 2017SR540767 2017.2.20 原始取得

2 天正电气 天正DTSU256型三相四线电子式
有功电能表（导轨）程序软件V3.0 2017SR540759 2017.2.20 原始取得

3 天正电气 天正电气DDZY256-Z单相费控智
能电能表控制软件V1.0 2019SR0195936 2018.11.20 原始取得

4 天正电气 天正电气DDZY256单相费控智能
电能表控制软件V1.0 2019SR0193025 2018.11.20 原始取得

5 天正电气 DDZY256C型单相费控智能电能
表（CPU-开关内置）软件V1.0 2017SR063606 2014.3.28 受让

6 天正电气
DDZY256-M型单相费控智能电
能表（载波-远程-开关内置）软件
V1.0

2017SR063609 2014.3.23 受让

7 天正电气
DDZY256-M型单相费控智能电
能表（载波-远程-开关外置）软件
V1.0

2017SR063605 2014.3.13 受让

8 天正电气 DDZY256型单相费控智能电能表
（远程-开关内置）软件V1.0 2017SR066899 2014.3.3 受让

9 天正电气
DTZY256-Z型三相费控智能电能
表 （载波-远程-开关内置） 软件
V1.0

2017SR063607 2014.11.21 受让

10 天正电气 DTZY256型三相费控智能电能表
（远程-开关内置）软件V1.0 2017SR063613 2014.11.28 受让

11 天正电气 单相交流电流表软件V1.0 2017SR063611 2014.10.10 受让

12 天正电气 单相交流电压表软件V1.0 2017SR066894 2014.10.28 受让

13 天正电气 三相有功无功组合液晶表软件V1.
0 2017SR063604 2012.12.28 受让

14 天正电气 射频卡家用膜式燃气表控制软件
V1.0 2017SR063600 2012.9.26 受让

15 天正电气 智能式低压电力电容器软件V1.0 2017SR063615 2013.5.31 受让

16 天正智能 天正电气TVFE9变频器控制软件 2019SR0193631 2018.11.20 原始取得

17 天正电气
天正DDSK256-Z型单相电子式费
控电能表 （通信模块-开关外置）
软件V1.1

2018SR1037804 2018.5.18 原始取得

18 天正电气
天正DDSK256-Z型单相电子式费
控电能表 （通信模块-开关内置）
软件V1.2

2019SR0491415 2018.5.18 原始取得

19 天正电气
天正电气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
控制软件[简称：自恢复式过欠压保
护器控制软件]V1.0

2019SR0818195 2017.6.30 原始取得

20 天正电气 天正电气TGFK电容器投切开关控
制软件V1.0 2019SR0819663 2019.4.18 原始取得

21 天正电气 天正电气TGEV6变频器控制软件
V1.0 2019SR0831916 2018.11.20 原始取得

22 天正电气 SDM1071天智智能配电系统站端
控制软件V1.0 2019SR0924039 2019.04.23 原始取得

23 天正电气 天智管家APP软件V1.0 2019SR0924021 2019.06.01 原始取得

24 天正电气 天正天智能效及运维综合管理平
台软件V1.0 2019SR0698477 2019.06.30 原始取得

25 天正电气
天正DDSK256S-Z型单相电子式
费控电能表 （通信模块-CPU卡-
开关外置）软件V1.6

2019SR1067217 2018.05.26 原始取得

26 天正电气
天正DDSK256S-Z型单相电子式
费控电能表 （通信模块-CPU卡-
开关内置）软件V1.5

2019SR0864416 2018.05.26 原始取得

27 天正智能 天正电气PCM820N型水泵控制器
控制软件V1.0 2019SR1187301 2018.11.20 原始取得

28 天正电气 天正电气TGB2D-80R电能表外置
断路器控制软件V1.0 2019SR1187005 2019.06.30 原始取得

（三）特许经营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拥有特许经营权的情况。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1、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低压电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控股股东天正集团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发行

人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
2、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

为他人经营与发行人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
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上海天正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厂房租赁、物业管理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2 天正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3 南京天正容光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4 南京天正耐特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调速、 变频、 永磁等电机的制
造、加工、销售；自有厂房的租
赁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5 天正集团南京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销售、房地产投资、物业
管理、自有房屋租赁、财务信息
咨询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6 上海骏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上海天正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的企业

7 南京调速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电磁调速电机、开关磁阻电机、
调速装置等产品的制造、加工、
维修、销售、并提供售后服务

南京天正耐特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的企业

8 南京南调特种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已停产，无实际业务 南京天正耐特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的企业

9 南京天正宁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房地产投
资、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

天正集团南京置业有限公司控制的
企业

10 句容天正天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房屋销售、物业管
理

天正集团南京置业有限公司控制的
企业

3、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及其控制的除发行人、控股股东天正

集团以外的其他企业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发行人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控制的除发行人、控股股东天正集团以外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杭州轰隆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装修辅材的电商平台 实际控制人高天乐的一致行动人
高啸控制的企业

2 温州轰隆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装修辅材的电商平台 杭州轰隆隆控制的企业

3 宁波轰隆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装修辅材的电商平台 杭州轰隆隆控制的企业

4 郑州轰隆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装修辅材的电商平台 杭州轰隆隆控制的企业

5 上海心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装修辅材的电商平台 杭州轰隆隆控制的企业

6 上海泰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管理
实际控制人高天乐的一致行动人
高啸出资21.82%并且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的企业

7 长沙轰隆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装修辅材的电商平台 杭州轰隆隆控制的企业

8 南京轰隆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装修辅材的电商平台 杭州轰隆隆控制的企业

9 徐州青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装修辅材的电商平台 杭州轰隆隆控制的企业

10 扬州心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装修辅材的电商平台 杭州轰隆隆控制的企业

11 无锡轰隆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装修辅材的电商平台 杭州轰隆隆控制的企业

12 福州轰隆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装修辅材的电商平台 杭州轰隆隆控制的企业

13 武汉轰隆隆科技有限公司 装修辅材的电商平台 杭州轰隆隆控制的企业

14 泰州轰隆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装修辅材的电商平台 杭州轰隆隆控制的企业

4、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本公司控股股东天正集团向本公司出具《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与发行

人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企业的权益或其他安排，未从事与发行人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 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控股方式或以参股但拥有实质控制权的方式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或可能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3、若发行人今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控股方式

或以参股但拥有实质控制权的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新的业务领域有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4、为了更有效地避免未来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本公司还将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公司治理机构和合法的决策程序，合理影响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以避免形成同业竞争；

（2）如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机会，而该业务
机会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产生同业竞争，本公司应
于发现该业务机会后立即通知发行人，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不劣于提供给本公司及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条件优先提供予发行人；

（3）如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出现了可能与发行人相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及本
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退出与发行人的竞争：1）停止生产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2）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3）将相竞争的资产或业务依市
场公平交易条件优先转让给发行人或作为出资投入发行人；4） 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5）采取其他对维护发行人权益有利的行动以消除同业竞争。

如出现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发行人及其他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高天乐及其一致行动人高
国宣、高啸和高珏分别向本公司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与发行人业
务存在同业竞争的企业的权益或其他安排，未从事与发行人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 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控股方式或以参股但拥有实质控制权的方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或可能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3、若发行人今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控股方式或以
参股但拥有实质控制权的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新的业务领域有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4、为了更有效地避免未来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本人
还将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公司治理机构和合法的决策程序，合理影响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以避免形成同业竞争；

（2）如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机会，而该业务机会
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产生同业竞争，本人应于发现该业
务机会后立即通知发行人，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不劣于提供给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其他企业的条件优先提供予发行人；

（3）如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出现了可能与发行人相竞争的业务，本人及本人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退出与发行人的竞争：1）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产品；2）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3）将相竞争的资产或业务依市场公平交
易条件优先转让给发行人或作为出资投入发行人；4）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5）采取其
他对维护发行人权益有利的行动以消除同业竞争。

如出现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发行人及其他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二）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同期营业
成本比重 金额 占同期营业

成本比重 金额 占同期营业
成本比重

容光达集团 采购原材料 - - 3.48 0.002% 25.92 0.017%

容光达特种 采购原材料 26.42 0.02% 23.24 0.016% 26.28 0.017%

容光达电子销售 采购原材料 22.68 0.01% 24.29 0.016% - -

南州科技 采购商品 - - - - 0.79 0.001%

合计 - 49.10 0.03% 51.02 0.03% 52.99 0.03%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经常性关联采购主要系向关联方天正集团、容光达集团、容光达特种、容光
达电子销售和南州科技采购原材料和商品。 2017年至2019年， 公司关联采购合计金额分别为52.99万元、
51.02万元和49.10万元，占发行人当期营业成本的比重分别为0.03%、0.03%和0.03%。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
方的采购占公司营业成本的比例较低，对公司损益不构成重大影响。

1）与容光达集团的关联采购
2017年、2018年，发行人向容光达集团采购薄膜电容器作为生产原材料，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25.92万

元和3.48万元，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成本比重分别为0.017%和0.002%，关联交易金额和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成
本比重均较小。 容光达集团向发行人出售单一规格的薄膜电容器产品，产品价格和向无关联第三方出售
的产品可比价格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件

时间 采购产品 容光达集团向发行人出
售的产品单价

容光达集团向无关联第
三方出售的产品可比单
价

差异率

2017年度 CL11-630V333K�剪脚 0.0633 0.0632 -0.05%

2018年度 CL11-630V333K�剪脚 0.0632 0.0632 0.00%

发行人向关联方容光达集团采购的薄膜电容器的定价是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确
定，与无关联第三方可比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 2）与容光达特种的关联
采购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容光达特种采购特种薄膜电容器作为生产原材料，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26.28万
元、23.24万元和26.42万元，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成本比重分别为0.017%、0.016%和0.02%，关联交易金额和占
发行人同期营业成本比重均较小。 容光达特种向发行人出售单一规格的特种薄膜电容器产品，产品价格
和向无关联第三方出售的产品可比价格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件

时间 产品型号 容光达特种向发行
人出售的产品单价

容光达特种向无关联第
三方出售的产品可比单
价

差异率

2017年度 安规MKP275V/104 0.145 0.150 3.45%

2018年度 安规MKP275V/104 0.145 0.150 3.45%

2019年度 安规MKP275V/104 0.140 0.143 1.68%

发行人向关联方容光达特种采购的特种薄膜电容器的定价是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由双方协
商确定，与无关联第三方可比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

3）与容光达电子销售的关联采购
2018年、2019年，发行人向容光达电子销售公司采购薄膜电容器作为生产原材料，关联采购金额分别

为24.29万元和22.68万元，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成本比重分别为0.016%和0.01%，关联交易金额和占发行人同
期营业成本比重均较小。 容光达电子销售系容光达集团报告期内曾经的全资子公司，已于2018年8月10日
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浙江七星电容器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股权转让后12个
月内仍视同关联方，因此发行人与容光达电子销售2019年8月10日前的交易认定为关联交易。 容光达电子
销售公司向发行人出售单一规格的薄膜电容器产品，产品价格和向无关联第三方出售的产品可比价格的
情况如下：

单位：元/件

时间 产品型号 容光达电子销售向发
行人出售的产品单价

容光达电子销售向无关联
第三方出售的产品可比单
价

差异率

2018年度 CL11-630V333K�剪脚 0.0632 0.0631 -0.30%

2019年度 CL11-630V333K�剪脚 0.06 0.06 0.00%

发行人向关联方容光达电子销售公司采购的薄膜电容器的定价是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由双
方协商确定，与无关联第三方可比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

4）与南州科技的关联采购
报告期内，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天正进出口曾向南州科技采购报警器等产品用于天正进出口公司的日

常经营使用，2017年采购金额为0.79万元，金额和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成本比重均较小。 发行人与南州科技
的采购定价均是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发行人已
于2017年8月注销子公司天正进出口，之后不再发生向南州科技采购的行为。

2、销售商品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同期营业
收入比重 金额 占同期营业

收入比重 金额 占同期营业
收入比重

天正集团 销售产品 - - - - 0.61 0.0003%

天正机电 销售产品 - - - - 53.38 0.03%

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
司1 销售产品 - - - - 219.02 0.10%

天正集团攀枝花销售
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29.03 0.01% 88.68 0.04% 115.50 0.05%

合计 - 29.03 0.01% 88.68 0.04% 388.51 0.18%
1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曾是天正机电的控股子公司，2016年6月21日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股权转让后12个月内仍视同关联方，故公司与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2017年6月21
日前的交易金额为关联交易金额。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经常性关联销售主要系向关联方天正集团、天正机电、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
司和天正集团攀枝花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商品，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公司关联销售金额分别为388.51万
元、88.68万元和29.03万元，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0.18%、0.04%和0.01%。 报告期内，公司对关
联方的销售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且销售金额和占同期营业收入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对公
司损益不构成重大影响。

1）与天正集团的关联销售
2017年，发行人曾向天正集团销售低压电器产品0.61万元用于天正集团自身使用，占发行人同期营业

收入比重为0.0003%，占比较小。 上述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
2）与天正机电的关联销售
2017年，发行人向天正机电销售各类低压电器元器件，主要系2017年天正机电主营业务为高低压开

关柜的生产、销售，需要使用发行人生产的各类低压电器元器件进行装配制造。 2017年发行人向天正机电
的关联销售金额为53.38万元，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收入比重为0.03%，占比较小。

发行人建立了标准的价格体系，根据原材料价格和人工及制造费用等核算成本后，参考市场价格以
合理成本加成率得出指导价格。 不同直销客户成交的产品价格受到产品型号、订单规模等因素影响，在指
导价格基础上得到不同的下浮金额。 由于发行人向天正机电销售的低压电器产品规格型号种类较多，产
品单价无法直接可比，因此选取发行人对天正机电关联销售的开单下浮率1与发行人对所有直销客户平均
开单下浮率进行比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7年

天正机电开单下浮率 50.96%

所有直销客户平均开单下浮率 57.65%

差异率 6.69%
1开单下浮率=1-（开单价格/指导价格），天正机电为直销客户，直销客户的开单价格=指导价格-下浮金额，即实际成交价
格

为进一步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发行人自2017年5月起停止对天正机电的关联销售，2017年发行人对
天正机电销售的产品价格基本参照市场零售价，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天正机电2018年实际已不开展生产
业务。

3）与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的关联销售
2017年，发行人向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销售各类低压电器元器件，关联销售金额为219.02万元，占

发行人同期营业收入比重为0.10%，占比较小。 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曾为天正机电的控股子公司，天正
机电于2016年6月21日将其持有的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甘建生和方小
雪，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股权转让后12个月内仍视同关联方，因此发行人与天正集团上
海有限公司2017年6月21日前的交易认定为关联交易。

发行人对经销商的销售价格是在扣除基础下浮金额和直下折扣金额后得到的成交价格。由于发行人
向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销售的低压电器产品规格型号种类较多，产品单价无法直接可比，因此选取发
行人对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关联销售的开单下浮率1与发行人对所有经销商平均开单下浮率进行比较，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7年

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开单下浮率 57.90%

所有经销商平均开单下浮率 57.60%

差异率 -0.30%
1开单下浮率=1-（开单价格/指导价格），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和天正集团攀枝花销售有限公司为经销商，经销商的开单
价格=指导价格-基础下浮金额-直下折扣金额，即实际成交价格

2017年，发行人对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的关联销售对应的开单下浮率为57.90%，与所有经销商的
平均开单下浮率不存在明显差异。 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经销商，报告期内与发行人签署格
式内容与其他同类经销商相同的年度《产品销售协议》，执行与其他同类经销商相同的商务政策，发行人
与天正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价格与无关联第三方可比价格不存在明显异常，价格公允、合理，不
存在利益输送情况。

4）与天正集团攀枝花销售有限公司的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天正集团攀枝花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各类低压电器元器件，关联销售金额分别为

115.50万元、88.68万元和29.03万元，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0.05%、0.04%和0.01%，占比较小。
发行人对经销商的销售价格是在扣除基础下浮金额和直下折扣金额后得到的成交价格。由于发行人

向天正集团攀枝花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的低压电器产品规格型号种类较多，产品单价无法直接可比，因此
选取发行人对天正集团攀枝花销售有限公司关联销售的开单下浮率与发行人对所有经销商和同区域销
售规模相似经销商的平均开单下浮率进行比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天正集团攀枝花销售有限公司开单下浮率① 51.80% 52.74% 49.93%

所有经销商平均开单下浮率② 60.11% 58.71% 57.60%

差异率②-① 8.31% 5.97% 7.67%

同区域销售规模相似经销商平均开单下浮率③ 52.46% 52.98% 51.48%

差异率③-① 0.66% 0.24% 1.55%

报告期内， 发行人对天正集团攀枝花销售有限公司的关联销售对应的开单下浮率分别为49.93%、
52.74%和51.80%，与同区域销售规模相似经销商的平均开单下浮率不存在明显差异。 与所有经销商平均
开单下浮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主要系发行人对天正集团攀枝花销售有限公司的销售金额较小，开单下
浮率较低。 天正集团攀枝花销售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经销商，报告期内与发行人签署格式内容与其他经
销商相同的年度《产品销售协议》，执行与其他经销商相同的商务政策，发行人与天正集团攀枝花销售有
限公司之间的交易价格与无关联第三方可比价格不存在明显异常，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益输送情
况。

（3）关联租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承租人与天正集团、天正机电存在关联租赁的情况，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

租赁费分别为228.32万元、199.76万元和200.84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9年度确认的租
赁费

2018年度确认的租
赁费

2017年度确认的租
赁费

天正集团 房屋 - - 99.00

天正机电 房屋 200.84 199.76 129.32

合计 - 200.84 199.76 228.32

具体租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资产
合同

年
租金

租赁期始 租赁期止
租赁费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天正集团
[注1] 天正电气

盐盘工业区厂房
（物流部分） 135.00 2016-1-1 2017-8-31 - - 29.25

盐盘工业区厂房
（非物流部分） 363.91 2016-7-1 2017-8-31 - - 69.75

天正机电 天正电气

上海办公用房

99.63 2017-1-1 2017-12-31 - - 99.63

177.12 2018-1-1 2018-12-31 - 168.68 -

177.12 2019-1-1 2020-12-31 168.68 - -

员工宿舍 [注2]

2016-1-1 2017-12-31 - - 29.69

2018-1-1 2019-12-31 - 31.08 -

2019-1-1 2020-12-31 32.16 - -

合计 200.84 199.76 228.32

注1：盐盘工业区厂房（物流部分）租赁合同原约定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其中2016
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为免租期。盐盘工业区厂房（非物流部分）租赁合同原约定期限为2016年7月1日
至2026年6月30日，其中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为免租期。

2017年5月，天正集团与发行人签订协议，将上述合同的租赁期截止日调整为2017年8月31日。 天正集
团因提前终止租赁合同，减免了发行人2017年5-8月的租金。

对于上述租金支付与实际租赁期不一致的情况， 发行人已将支付的租金根据实际租赁期限进行分
摊。

注2：员工宿舍租赁费用按实际租赁房间结算。 2018年签订的租赁期止为2019年12月31日的协议，因
实际租赁房间数变化，双方于2019年1月重新签署协议，租赁期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原租赁
协议终止。

1）与天正集团的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 发行人作为承租方于2017年租赁天正集团盐盘工业园区的全部厂房用于日常生产经营，

金额为99.00万元。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资产 租赁期始 租赁期止 合同年租
金（万元）

合同面积
（平米）

合同单价
（元 /日 、
平米）

独立第三方
租 赁 单 价
（元 /日 、平
米）

天正集团 天正电气

盐盘工业区
厂房（物流部
分）

2016-1-1 2017-8-31 135.00 12, 500.00 0.30

0.22
盐盘工业区
厂房（非物
流部分）

2016-7-1 2017-8-31 363.91 36, 103.05 0.28

发行人与天正集团的关联租赁价格系根据盐盘工业园区周边类似的厂房租赁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

确定，租赁价格具有合理性、公允性，不存在严重偏离市场价格的情形，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由于发行人租赁的上述盐盘工业园区与土地系发行人主要生产场地，为了保证上市主体的资产完整

性、独立性，发行人于2017年8月向天正集团购买了盐盘工业园区的土地及厂房，此后不再与天正集团发
生关联租赁的情况。 上述关联方资产转让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具体请参见本节“（二）关联交易”之“2、
（2）2）关联方资产转让”的相关内容。

2）与天正机电的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发行人作为承租方租赁天正机电房屋用作办公用房和员工宿舍，报告期内关联租赁金额

分别为129.32万元、199.76万元和200.84万元。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资产 租赁期始 租赁期止
合同
年租金（万
元）

合 同 面 积
（平米）

合同单价
（ 元 /

日、平米）

独立第三方
租 赁 单 价
（元 /日、平
米）

天正机电 天正电气

上海办公用
房

2017-1-1 2017-12-31 99.63 2, 021.87 1.35 1.35

2018-1-1 2018-12-31 177.12 2, 021.87 2.40 2.43

2019-1-1 2020-12-31 177.12 2, 021.87 2.40 2.41

员工宿舍

2016-1-1 2017-12-31 25.20 420.00 1.64 1.60

2018-1-1 2019-12-31 28.80 480.00 1.64 1.61

2019-1-1 2020-12-31 32.16 480.00 1.84 1.89

发行人与天正机电的租赁价格由双方根据天正机电周边市场租赁价格协商确定，租赁价格具有合理
性、公允性，不存在严重偏离市场价格的情形，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4）关联担保情况
1）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为全资子公司天正智能担保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主体 借款单位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担保方

1 天正智能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 1, 000.00 2016-10-13 2017-10-9 是 天正电气、天
正集团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行人作为被担保方的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主
体 借款单位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担保方

1 天正电气 中国民生银行温州锦
绣支行 2, 000.00 2016/3/24 2017/3/24 是 天正集团，天正机

电，高天乐

2 天正电气 中国建设银行乐清支
行 3, 000.00 2016/4/28 2017/4/27 是 天正集团

3 天正电气 中国建设银行乐清支
行 2, 000.00 2016/6/3 2017/6/2 是 天正集团

4 天正电气 中国工商银行乐清支
行 3, 000.00 2016/7/16 2017/7/16 是 高天乐

5 天正电气 中国银行乐清市支行 4, 400.00 2016/9/27 2017/9/27 是 天正集团，高天乐

6 天正电气 中国银行乐清市支行 1, 000.00 2017/5/5 2018/5/5 是 天正集团，高天乐

7 天正电气 中国银行乐清市支行 3, 000.00 2017/6/1 2018/6/1 是 天正集团，高天乐

8 天正电气 中国工商银行乐清支
行 3, 000.00 2017/7/17 2018/7/5 是 高天乐

9 天正电气 宁波银行乐清支行 800.00 2017/8/17 2018/8/17 是 高天乐，天正集团

10 天正电气 中国银行乐清市支行 100.00 2017/8/30 2018/2/28 是 天正集团，高天乐

11 天正电气 中国银行乐清市支行 100.00 2017/8/30 2018/8/30 是 天正集团，高天乐

12 天正电气 中国银行乐清支行 4, 200.00
[注1] 2017/8/30 2019/8/30 是 高天乐，天正集团

13 天正电气 中国建设银行乐清支
行 3, 000.00 2017/9/6 2018/9/5 是 天正集团

14 天正智能 中国银行嘉兴经济开
发区支行 4, 000.00 2015/9/18 2017/12/1 是 高天乐

15 天正智能 中国银行嘉兴经济开
发区支行 2, 200.00 2016/4/27 2017/4/26 是 高天乐

16 天正智能 中国银行嘉兴经济开
发区支行 2, 000.00 2016/5/17 2017/5/17 是 高天乐

17 天正智能 中国银行嘉兴经济开
发区支行 1, 800.00 2016/5/25 2017/5/25 是 高天乐

18 天正智能 中国银行嘉兴经济开
发区支行 3, 800.00 2017/8/7 2018/8/6 是 高天乐

19 天正智能 中国银行嘉兴经济开
发区支行 1, 500.00 2017/9/6 2018/9/6 是 高天乐

20 天正智能 中国银行嘉兴经济开
发区支行 1, 500.00 2017/10/10 2018/10/9 是 高天乐

21 天正电气 中国银行乐清市支行 2, 000.00 2018/5/22 2019/5/11 是 天正集团，高天乐

22 天正电气 中国银行乐清市支行 3, 000.00 2018/7/2 2019/6/25 是 天正集团，高天乐

23 天正电气 中国建设银行乐清支
行 2, 511.14 2018/3/29 2019/3/28 是 天正集团

24 天正电气 中国建设银行乐清支
行 1, 000.00 2018/4/8 2019/4/7 是 天正集团

25 天正电气 中国建设银行乐清支
行 3, 000.00 2018/8/31 2019/8/30 是 天正集团，高天乐

26 天正电气 中国工商银行乐清支
行 2, 000.00 2018/7/2 2019/7/2 是 天正集团，高天乐

27 天正电气 中国工商银行乐清支
行 3, 000.00 2018/9/18 2019/9/6 是 天正集团，高天乐

28 天正电气 中国农业银行 3, 000.00 2018/8/20 2019/8/19 是 天正集团

29 天正电气 中信银行温州柳市支
行 1, 000.00 2018/11/28 2019/11/26 是 高天乐，天正集团

30 天正电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市支行

2, 000.00
[注2] 2019/3/22 2020/3/18 否 天正集团，高天乐

31 天正电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清支行 1, 000.00 2019/2/27 2020/2/15 否 天正集团，高天乐

32 天正电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清支行 1, 000.00 2019/2/27 2020/2/15 否 天正集团，高天乐

33 天正电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清支行 3, 000.00 2019/6/12 2020/6/10 否 天正集团，高天乐

34 天正电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3, 000.00
[注3] 2019/5/7 2020/5/6 否 天正集团

35 天正电气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柳市支行

2, 000.00
[注4] 2019/1/29 2020/1/28 否 天正集团、高天乐

36 天正电气 中国农业银行 3, 000.00 2019/8/8 2020/8/7 否 天正集团

37 天正电气 中国建设银行乐清支
行行 1, 000.00 2019/11/29 2020/11/27 否 天正集团、高天乐

38 天正智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兴分行

2, 000.00
[注5] 2019/3/28 2020/3/27 否 高天乐

39 天正智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兴经济开发区支
行

2, 000.00 2019/3/5 2020/3/1 否 高天乐

注1：该笔借款本金4,200万元，2018年归还2,100万元，2019年归还2,100万元。
注2：该笔借款本金2,000万元，2019年归还1,000万元。
注3：该笔借款本金3,000万元，2019年归还2,000万元。
注4：该笔借款本金2,000万元，2019年归还1,000万元。
注5：该笔借款本金2,000万元，2019年归还1,000万元。
控股股东天正集团、实际控制人高天乐向发行人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主要为保障发行人日常生产经

营所需要的资金，天正集团作为控股股东、高天乐作为实际控制人对发行人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的支持，上述担保为正常的商业行为，发行人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重大依赖，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未向发行人收取担保费用，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

（5）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1, 059.19 1, 427.22 1, 446.14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资金往来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天正集团存在资金往来情形，主要为发行人在报告期之前向天正集团销售商品

过程中，天正集团存在货款回款逾期的情况，因此发行人于报告期内对天正集团应付的逾期货款收取了
利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天正集团收取资金利息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合计

货款逾期利息 - - 21.35 21.35

合计 - - 21.35 21.35

发行人于2017年10月17日召开了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天正集团收取
资金占用利息的议案》，并明确了计息原则：①发行人在报告期前对天正集团的借款拆出的资金作为借款
收取利息；②发行人对天正集团的销售货款账期超过3个月即视为逾期并收取利息；③天正集团对发行人
支付的回款资金先归还借款，再归还应付货款；④计息利率参考天正电气当月所有银行贷款的加权平均
利率。经核算，2017年天正集团应付货款逾期利息21.35万元。天正集团于2017年10月一次性支付上述资金
拆借利息与货款逾期利息。

发行人按公允价格与关联方结算资金往来利息，上述资金往来行为未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

（2）其他关联交易
1）商标转让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杭州轰隆隆 销售商标 - - 5.13

报告期内，发行人将20件商标分两批转让给杭州轰隆隆，其中2017年向杭州轰隆隆转让商标的金额
为5.13万元。杭州轰隆隆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高天乐的一致行动人高啸控制的公司，曾用名为上海轰隆隆科
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注册成立。 为避免商标被其他主体抢先注册，上海轰隆隆股东提出在上海轰隆
隆成立之前，由发行人代为申请注册“工头帮”、“帮及图”等相关商标、域名。 经双方商议后由发行人2016
年、2017年分两批将20件商标永久性转让回给杭州轰隆隆商标转让费用为发行人注册、转让、复审代理及
商标局官方收费的实际发生费用。 此次商标权转让已经发行人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
述交易金额较小，未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关联方资产转让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天正集团 购买厂房、土地 - - 15, 079.21

报告期内发行人分别于2017年3月和2017年8月购买了天正集团苏吕工业园区的两栋厂房和盐盘工
业园区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①苏吕工业园区
为了增强资产完整性和独立性，根据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天源评报字[2017]第0045号评估报告中

的评估价格，2017年3月发行人出资1,275.66万元向天正集团购买产证号为“温房权证乐清市字第176577
号”1的坐落于乐清市柳市镇苏吕村天正电气园区的两栋厂房， 面积分别为10,148.10平方米及6,408.17
平方米。上述转让资产系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
适当的评估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采取的市场价值评估，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上述资产转让已经公
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②盐盘工业园区
为了减少关联租赁、进一步增强资产完整性和独立性，2017年8月发行人出资13,803.55万元向天正集

团购买位于浙江乐清经济开发区B07地块的不动产证号为浙（2017）乐清市不动产权第0015876号2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此次转让所涉及的主要资产为发行人主要生产场地之一， 交易价格
13,803.55万元是根据天源评报字[2017]第0200号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1 固定资产 9, 812.03 8, 538.80

1-1 其中：房屋建筑物 8, 912.01 7, 764.79

1-2 机器设备 900.02 774.01

2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1, 440.00 5, 264.75

合计 11, 252.04 13, 803.55

上述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类型

（用途） 位置 面积（㎡） 他项权利
状况

评估价格
（元/㎡）

周边可比价格
（元/㎡） 差异率

土地使用权 工业用地 乐清经济开
发区中心大
道288号

54, 967.67 无 957.79 944.00 -1.44%

房屋建筑物 厂房 48, 603.05 无 1, 597.59 1, 600.00 0.15%
1该房产证已变更为浙（2017）乐清市不动产权第0013872号
2该不动产权证已变更为浙（2017）乐清市不动产权第0026531号
3房屋建筑物包括证载建筑面积45,630.36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2,972.69平方米

上述土地使用权与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格与周边类似的挂牌出让的土地使用权与房屋建筑物实际
成交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此次资产转让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系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适当的评估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采取的市场价
值评估，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上述资产转让已经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和第七届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
见。

3）代缴水电费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天正集团 代缴水电费 - - 353.63

天正机电 代缴水电费 38.32 38.62 44.35

发行人因租赁天正集团盐盘工业园区土地、厂房和天正机电办公用地，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委托天
正集团和天正机电代缴水电费的情形，发行人已及时将水电费交付给天正集团、天正机电。 发行人于2017
年度委托天正集团代缴水电费353.63万元，该关联交易因发行人租赁天正集团厂房而产生，公司已于2017
年8月收购天正集团盐盘工业园区土地与厂房，上述代缴水电费的关联交易将不再发生。 发行人于2017年
至2019年委托天正机电代缴水电费分别为44.35万元、38.62万元和38.32万元，金额较小，未对发行人生产
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代缴水电费的水电费价格系天正集团和天正机电所在地区供电公司、供水公司
的实际价格，价格公允、合理。 3、报告期内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应收项目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 账 准
备

应收商业承兑汇票： - - - - - -

上海天正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 - - - 25.00 1.25

合计 - - - - 25.00 1.25

应收账款： - - - - - -

天正集团攀枝花销售有限公司 1.59 0.08 6.99 0.35 9.03 0.45

合计 1.59 0.08 6.99 0.35 9.03 0.45

（2）应付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应付项目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应付账款： - - -

南京天正容光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 - 24.22

南京容光达特种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14.65 - 12.25

南京天正容光达电子销售有限公司 23.99 19.08 -

合计 38.63 19.08 36.47

其他应付款： - - -

上海天正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 8.70 88.62

天正集团有限公司 - - 31.00

合计 - 8.70 119.63

4、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2017-2019三年内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既往日常运营需要产生，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业绩和生产经营没有不利影响，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的情况；本次
关联交易确认所涉及的《关于统一确认2017-2019三年内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在审议前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
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中所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发行人《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已对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做出明确规定，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在审议相关交易时均已回避表决，监事会成员及独立董事未发表不同意见。

5、关联交易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与关联方购销商品、关联租赁、关联担保、关联方资金往来、支

付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及其他关联交易等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是因正常经营活
动而产生的，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均未对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七、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
别 出生年份 任职起止

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2019
年 领
取 薪
酬（万
元）

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
数量（万
股）

与 本
公 司
的 其
他 利
益 关
系

高天乐 董事长 、
总经理 男 1963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6月

196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
香港永久居留权， 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EMBA 。 1982年开始参加工
作，曾任乐清市白象中学教师；乐
清市柳市中学教师； 香港鸿汇国
际贸易公司董事经理； 温州长城
电器实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浙
江长城电器实业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浙江天正集团公司董事长；
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
协委员；第八届、第九届民建中央
常委。曾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
“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十大
中华经济英才”“第六届浙江省
优秀创业企业家”“首届浙江慈
善奖” 等荣誉称号。 现任天正集
团董事长，天正机电董事长，本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

天 正 集 团 董 事
长、 天正机电董
事长、 杭州轰隆
隆董事、 北京奇
天大胜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宽氪晟初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131.37 6, 673.06 无

王勇
董事、副
总经理 、
财务负责
人

男 1971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6月

1971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 永 久 居 留 权 ， 南 京 大 学
EMBA 。 1993年开始参加工作，
曾任本公司财务副总经理、 营销
副总经理； 南京置业常务副总经
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科赛尔医疗科技
（苏州）有限公司
监事

123.27 93.65 无

祝兴兵

董事、董
事 会 秘
书、 副总
经理 、财
务负责人

男 1971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6月

1971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3
年开始参加工作， 曾任天正集团
品质部经理； 华通机电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本公司董事。 现
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 113.82 140.80 无

周光辉 董事、董
事会秘书 男 1978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6月

1978年10月出生， 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 。
1999年开始参加工作，曾任上海
投资投资部经理； 本公司董事会
秘书、战略总监、营销副总经理；
容光达集团总经理。 现任天正智
能监事， 本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
书。

上海莉致内衣制
造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天正智能
监事

103.89 88.00 无

黄岳池 董事 男 1961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6月

1961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1983
年开始参加工作， 曾任本公司董
事。 现任天正集团董事、 总经理
助理，天正智能执行董事，本公司
董事。

天正集团董事、
总经理助理 、天
正 智 能 执 行 董
事、 上海瓯岳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执行事
务合伙人

— 322.94 无

黄宏彬 董事 男 1971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6月

1971年10月出生， 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经
济师。 1994年开始参加工作，曾
任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稽核总部经
理； 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监察部
副总监、公司管理部副总监、发行
上市部副总监（总监级）；金浦产
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 京通智汇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 金圆国际有限公司总
经理。 现任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创始合伙人，本公
司董事。

浙江万漉投资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上海康达医
疗器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浙江德马科技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合肥晟泰克
汽车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紫
博 蓝 网 络 科 技
（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南京
越博动力系统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上海斐昱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上海精智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 55.00 无

王桦 独立董事 女 1972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6月

1972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副教
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
师。 1994年开始参加工作，曾任
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
理；厦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部门
经理； 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系讲
师、副教授；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副教授；汇财永信咨询（厦门）
有限公司技术支援部副经理。 现
任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会计系副
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

北京石油化工学
院会计系副教授、
汇 财 永 信 咨 询
（厦门）有限公司
监事、合力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11.43 - 无

李长宝 独立董事 男 1972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6月

1972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4
年开始参加工作，曾任上海专利
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律师；罗斯
国际（上海）有限公司经理；上
海唐韦廉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
致格律师事务所主任。 现任上海
致格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本公司
独立董事。

上海复洁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11.43 - 无

郑晶晶 独立董事 女 1976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6月

1976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
注册会计师。 1999年开始参加工
作，曾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上海
御泓经典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 现任汉偕德投资咨
询（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本公司独立董事。

上海御瀚置业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汉偕德投资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汉偕德投资咨
询（北京）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上海仲晗德
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上海君寓建筑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欧之星（苏
州） 医疗器械有
限责任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上
海御泓经典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
行 事 务 合 伙 人
（委派代表）

11.43 - 无

呼君 监事会主
席 男 1973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6月

1973年10月出生， 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
1997年开始参加工作，曾任天正
集团内审经理、财务中心副总经
理。 现任天正集团财务中心总经
理、容光达集团董事、耐特机电
董事、正光新电董事长、本公司
监事会主席。

天正集团财务中
心总经理、耐特机
电董事

— - 无

杜楠
监事 、证
券事务代
表

女 1983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6月

1983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5
年开始参加工作，曾任本公司行
政主管、总裁办副主任、招聘副
经理、资深招聘经理；上海投资
人力资源经理；上海廊香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现任
本公司监事、证券事务代表。

- 42.04 12.76 无

颜从强
职工代表
监事 、电
源事业部
总经理

男 1973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6月

1973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7
年开始参加工作，曾任本公司配
电事业部总经理、终端事业部总
经理、电源事业部总经理。 现任
天正电气职工监事、电源事业部
总经理。

- 43.69 - 无

方初富 副 总 经
理 男 1975 -

1975年8月出生， 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
1996年开始参加工作， 曾任德
力西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计划部
主管； 浙江德力西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制造部经理、 总经理助
理； 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生产
部生产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 100.3
9 50.60 无

葛世伟 副 总 经
理 男 1984 -

1984年6月出生， 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
级工程师。 2007年开始参加工
作，曾任本公司研发工程师、配
电副总工程师、研发副总监。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103.3
0 11.00 无

赵天威 副 总 经
理 男 1971 -

1971年5月出生， 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
级经济师。 1992年开始参加工
作， 曾任黑龙江省商工企业集
团公司办公室科员、 业务部副
经理； 本公司黑龙江办事处业
务员、公司市场部经理助理、经
理，变频事业部副总经理、总经
理， 分销部总监兼东北大区总
经理、工业及新能源部总监。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102.3
3 80.52 无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一）控股股东情况
1、天正集团概况

注册中文名称： 天正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0, 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高天乐

成立日期： 1999年7月7日

住所： 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天正工业园区

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

2、股权结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天正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高天乐 25, 218.16 63.05

2 施雷杰 2, 292.64 5.73

3 郑松林 1, 674.24 4.19

4 高达明 1, 333.72 3.33

5 陈才伟 874.44 2.19

6 林顺华 670.04 1.68

7 胡忠胜 653.68 1.63

8 郑祥豹 594.68 1.49

9 屠明荣 508.24 1.27

10 施建福 495.92 1.24

11 朱子阳 417.80 1.04

12 黄岳池 391.48 0.98

13 施朝芳 337.92 0.84

14 高益 281.28 0.70

15 金海妹 276.20 0.69

16 叶碎芬 256.08 0.64

17 高晓丽 250.56 0.63

18 高少建 225.96 0.56

19 陈乐超 225.04 0.56

20 郑舟 221.68 0.55

21 高天茂 208.76 0.52

22 陈余挺 200.04 0.50

23 施成杰 199.12 0.50

24 胡立阳 174.60 0.44

25 高国宣 163.28 0.41

26 钱利光 156.88 0.39

27 施正茂 149.80 0.37

28 黄钻飞 123.32 0.31

29 林雪琴 123.08 0.31

30 吴国济 122.88 0.31

31 包建敏 110.44 0.28

32 郑宏良 101.00 0.25

33 叶淑芬 101.00 0.25

34 虞爱仙 100.52 0.25

35 周松华 100.48 0.25

36 虞洪胜 100.32 0.25

37 林佳雨 100.20 0.25

38 包秀青 100.00 0.25

39 李明 76.08 0.19

40 陈玲 75.12 0.19

41 干芳萍 47.52 0.12

42 高桂香 42.56 0.11

43 郑建义 31.68 0.08

44 朱明叁 27.32 0.07

45 余恭建 24.56 0.06

46 王亮 21.64 0.05

47 吴爱芳 18.04 0.05

合计 40, 000.00 100.00

（3）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2019年度

总资产 318, 947.41

净资产 110, 307.78

净利润 19, 547.49

（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情况
高天乐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50.26%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高国宣系实际控制人之父，高啸

和高珏系实际控制人之子，分别直接持有公司0.38%、1.5%和0.2%的股份，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高天乐先生，1963年7月出生，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为33032319630728****，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EMBA。 住所：上海市浦东花木路*弄*号。 高天乐先生1982年开始参加工作，曾任乐清市白象中学教
师；乐清市柳市中学教师；香港鸿汇国际贸易公司董事经理；温州长城电器实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浙江
长城电器实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浙江天正集团公司董事长；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八届、第九届民建中央常委。曾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十大中华经济英才”“第
六届浙江省优秀创业企业家”“首届浙江慈善奖”等荣誉称号。 现任天正集团董事长，天正机电董事长，本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高国宣先生，1935年 9月出生，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初中学历 。 身份证号码 ：
33032319350914****，住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兴隆东路*号。高国宣先生系高天乐先生之父，现已退休。

高啸先生，1988年 9月出生，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本科学历 。 身份证号码 ：
33038219880909****，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龙东大道*弄*号。高啸先生系高天乐先生之子，曾任本
公司销售经理。 现任杭州轰隆隆董事长。

高珏先生，1993年 11月出生，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本科学历 。 身份证号码 ：
33038219931104****，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龙东大道*弄*号。高珏先生系高天乐先生之子，现为天
正电气董事会办公室职员。

九、简要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上接C41版）

(下转C4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