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作为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大富科技”、“公司”或“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对大富科技 2018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大富科技相关人员交谈，查阅了交易合同、上市公司及交

易对方内部审批与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对此次关联

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行了核查。 

二、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一）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性质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名称 预计金额（万元） 备注 

关联采

购、接

受劳务 

土地租赁 配天（安徽）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1.91 

水电费按

照实际发

生额结算 

设备采购 深圳市配天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78.86 - 

关联销

售、提

供劳务 

厂房、办公室、宿舍租赁 

深圳市大富配天投资有限公司 

119.63 

水电费按

照实际发

生额结算 

深圳市配天智造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配天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费 深圳市配天智造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8 - 

委托加工 深圳市配天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3000 - 



租赁服务器设备 深圳市大富配天投资有限公司 11.6 - 

设备租赁（与大富科技） 安徽省配天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136.94 - 

设备租赁（与安徽省大富

重工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省配天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8.59 - 

设备租赁 深圳市配天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11.73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配天（安徽）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配天电子”） 

注册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 40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刘伟 

营业范围 

研发、生产和销售金属加工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交流伺服装置、直线电机、

工业机器人(工业用途)、新型电子元器件、汽车电子装置、汽车关键零部件(不

含发动机)、精冲模、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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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联关系 

孙尚传先生持有配天（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配天（香港）科技有

限公司持有配天电子 100%股权。配天电子与上市公司均受孙尚传先生的同一

控制，双方为关联法人。 

（2）深圳市配天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机器人”）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北区朗山一路 6 号意中利科技园 1 号厂房二层南侧 

注册资本 人民币 9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明祥 

营业范围 

半导体、机电一体化设备、食品机械、农业机械设备及相关零部件和配套产品

的研发、销售;计算机软件产品和自动化设备中嵌入的软件产品的技术开发、销

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半导体、机电一体化设备、食品机械、农业机械设备

及相关零部件和配套产品的生产;计算机软件产品和自动化设备中嵌入的软件

产品的生产。 

与公司关联关系 

深圳市大富配天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安徽省配天重工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

权，安徽省配天重工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持有深圳机器人 80%股权，深圳机器人

与上市公司均受孙尚传先生的同一控制，双方为关联法人。 

（3）深圳市大富配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配天投资”） 



注册地址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观光路 3009 号招商局科技园 A3 栋 C 单元 207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孙尚传 

营业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报);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不含人才中介服务

及其它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和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

构。 

与公司关联关系 
大富配天投资直接持有公司 333,008,170 股股份，持股比例 43.39%，为公司控

股股东，大富配天投资与上市公司为关联法人。 

（4）深圳市配天智造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配天智造”）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蚝乡路沙井工业公司第三工业区 A3 的 102C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267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孙尚传 

营业范围 

车床控制系统、铣床控制系统、雕刻机控制系统、弹簧机控制系统、PCB 钻铣

机控制系统、数控机械设备、高档数控机床控制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

电机、电主轴、编码器、驱动器、控制芯片、嵌入式软件、工业自动化产品的

设计、技术开发、销售与相关技术咨询;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与公司关联关系 

大富配天投资持有安徽省配天重工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安徽省配

天重工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持有配天智造 56.32%的股权。配天智造与上市公司

均受孙尚传先生的同一控制，双方为关联法人。 

（5）深圳配天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配天智能”）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蚝乡路沙井工业公司第三工业区 A3 的 102A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徐志根 

营业范围 
数控技术开发与技术咨询;机械设备的销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

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与公司关联关系 

大富配天投资持有北京配天技术有限公司 76.90%股权，北京配天技术有限公

司持有配天智能 100%股权。配天智能与上市公司均受孙尚传先生的同一控制，

双方为关联法人。 



（6）安徽省配天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机器人”） 

注册地址 蚌埠市东海大道 6525 号(安徽大富重工技术有限公司内)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徐志根 

营业范围 

机器人及机器人零部件开发、制造、销售;机器人传感、检测、控制技术及产品

开发、制造、销售;机器人应用相关自动化解决方案、成套装备、自动化系统、

自动化生产线开发、制造、销售及工程安装;柔性制造单元、柔性制造系统、自

动化加工成套工程的开发、制造、销售;机器人及机器人应用、自动化技术咨询、

服务及转让;软件开发与销售;机器人及机器人零部件代理销售;计算机机械电

子设备及配件销售;国内贸易、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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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联关系 
大富配天投资持有安徽机器人 80%股权，安徽机器人与上市公司均受孙尚传先

生的同一控制，安徽机器人与上市公司为关联法人。 

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均具备较为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大富机电租赁配天电子 1985.5 ㎡土地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省大富机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机电”）因

生产经营需要，租赁关联公司配天电子土地，双方并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签订了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配天电子将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工业园荆山路北侧

1,985.50 平方米土地租赁给大富机电，每平方米根据当地市场平均租赁价格每月

5 元，每月租金为人民币 9,927.50 元，全年总计发生额预计为人民币 11.91 万元。

水电费按照实际发生额结算。 

2、大富方圆向深圳机器人采购设备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大富方圆成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方

圆”）拟与深圳机器人签订《采购协议》，深圳机器人为大富方圆提供单端缩口机、

管长分选机、滚筒机和收料机等设备，参照行业标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由双方参照市场情况协商确定，预计 2018 年发生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78.86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规格 单价（元） 单 数 总金额 备注 



位 量 （元） 

1 
综科邦达 UTM-EP 自动化设备

运动控制系统软件 
V1.5.1 24,000.00 台 2 48,000.00 非标定制 

2 单端缩口机 UTM108A 38,800.00 台 2 77,600.00 非标定制 

3 
综科邦达 UTM-EP 自动化设备

运动控制系统软件 
V1.5.1 48,000.00 台 1 48,000.00 非标定制 

4 管长分选机  70,000.00 台 1 70,000.00 非标定制 

5 
综科邦达 UTM-EP 自动化设备

运动控制系统软件 
V1.5.1 32,500.00 台 2 65,000.00 非标定制 

6 滚松机  60,000.00 台 2 120,000.00 非标定制 

7 
综科邦达 UTM-EP 自动化设备

运动控制系统软件 
V1.5.1 120,000.00 台 1 120,000.00 非标定制 

8 收料机  240,000.00 台 1 240,000.00 非标制定 

合计 12 788600.00  

3、大富配天投资及其子公司租赁大富科技沙井工业区厂房、宿舍 

公司控股股东大富配天投资及其子公司配天智造、配天智能租赁大富科技沙

井工业区厂房、宿舍并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预计 2018 年租金及水电合计预

计约为人民币 138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租方 承租方 关联关系 租赁场地 面积（m²） 
每月单价（元

/m²） 

每月租金金额

（元） 

大富科

技 

深圳市大富配

天投资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 

厂房、办

公室 
290 20 5,800.00 

宿舍 232.1 15 3,481.50 

深圳市配天智

造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厂房、办

公室 
3,182 20 63,640.00 

宿舍 836.7 15 12,550.50 

深圳配天智能

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厂房、办

公室 
447 20 8,940.00 

宿舍 352.1 15 5,281.50 

合计 5,339.90 - 99,693.50 

注：1）租赁费用每季度结算一次，具体金额以双方确定的实际使用面积为准。水电费按照实际发生额结算；

2）因公司与配天智造目前共用一个变压器，配天智造每月电费只能由公司统一向供电部门缴纳，据此，公

司就电费事宜与配天智造装备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此项关联交易金额每年预计为人民币 18 万元。 

4、深圳机器人委托大富重工机械提供加工业务 

因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大富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重工机械”）

的激光切割、数控折弯和加工中心等设备能够满足深圳机器人的多种加工工艺要



求，加工配套能力强，并能够迅速提供技术支持。深圳机器人拟与大富重工机械

签订《委托加工框架协议》，大富重工机械为深圳机器人提供面食品加工生产线

及压铸岛等加工业务，加工费用参照行业标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

双方参照市场情况协商确定。根据 2017 年委托大富重工机械的加工费用及对

2018 年市场调研预测，全年总计发生额预计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 

5、安徽机器人租赁大富科技部分设备 

安徽机器人因生产需要，租赁大富科技部分设备，并签订了《设备租赁协议》，

2018 年租金预计为人民币 136.94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承租方 出租方 关联关系 租赁设备 租赁设备型号 
数

量 

每月折旧

（元/台） 

每月租金金

额（元） 

安徽配

天机器

人 

大富 

科技 

同受控股

股东控制 

松浦牌 

加工中心 
VHPLUS-8004 轴 1 15,495.56 15,495.56 

同受控股

股东控制 

松浦牌 

加工中心 
VHPLUS-8004 轴 1 15846.66 15846.66 

同受控股

股东控制 

松浦牌 

加工中心 
VHPLUS-8004 轴 1 15846.66 15846.66 

同受控股

股东控制 

松浦牌 

加工中心 
VHPLUS-8003 轴 1 13380.01 13380.01 

同受控股

股东控制 

松浦牌 

加工中心 
VHPLUS-8003 轴 1 13380.01 13380.01 

同受控股

股东控制 

松浦牌 

加工中心 
VHPLUS-8003 轴 1 13380.01 13380.01 

同受控股

股东控制 

松浦牌 

加工中心 
VHPLUS-8003 轴 1 13380.01 13380.01 

同受控股

股东控制 

松浦牌 

加工中心 
VHPLUS-8003 轴 1 13408.04 13408.04 

合计 8 - 114,116.96 

6、安徽机器人租赁大富重工技术部分设备 

安徽机器人因生产需要，租赁大富科技全资子公司安徽省大富重工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富重工技术”）部分设备，并签订了《设备租赁协议》，2018

年租金预计为人民币 8.5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承租方 出租方 关联关系 租赁设备 租赁设备型号 
数

量 

每月折旧

（元/台） 

每月租金

金额（元） 

安徽配

天机器

人 

大富重 

工技术 

出租方母

公司与承

租方受同

一控股股

东控制 

 

电热封闭干燥箱 - 1 10.54 10.54 

动力柜 - 1 28.59 28.59 

动力柜 - 1 28.59 28.59 

球面专机（车挤专

机）数控 
- 1 1663.81 1663.81 

球面专机（车挤专

机）数控 
- 1 1663.81 1663.81 

球面专机（车挤专

机）数控 
- 1 1663.81 1663.81 

马鞍车床 CA620Φ400x1000 1 78.39 78.39 

4020 立式加工中心 VMC-4020 1 1859.38 1859.38 

动力柜 AP04 1 76.80 76.80 

配电箱 

723-390 1 10.37 10.37 

723-389 1 10.37 10.37 

723-388 1 10.37 10.37 

723-404 1 10.37 10.37 

723-397 1 10.37 10.37 

723-392 1 10.37 10.37 

723-394 1 10.37 10.37 

723-395 1 10.37 10.37 

合计 8  7,156.69 

7、深圳机器人租赁大富重工技术部分设备 

深圳机器人因生产需要，租赁大富重工技术部分设备，并签订了《设备租赁

合同》，2018 年租金预计人民币 11.73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承租方 出租方 关联关系 租赁设备 数量 
每月折旧

（元/台） 

每月租金

金额（元） 

深圳市配 大富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1 台 585.83 585.83 



承租方 出租方 关联关系 租赁设备 数量 
每月折旧

（元/台） 

每月租金

金额（元） 

天机器人

技术有限

公司 

重工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1 台 277.08 277.08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1 台 351.50 351.50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1 台 378.42 378.42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1 台 169.42 169.42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1 台 55.42 55.42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行车 1 台 490.83 490.83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行车 1 台 1,124.17 1,124.17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行车 1 台 1,140.00 1,140.00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低压进线柜 1 台 1,213.47 1,213.47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低压抽屉柜 1 台 510.31 510.31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低压抽屉柜 1 台 503.98 503.98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低压抽屉柜 1 台 522.98 522.98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低压抽屉柜 1 台 556.23 556.23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电缆 185 280 米 1,591.41 1,591.41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电缆 70 72 米 228.48 228.48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配电柜 1 台 74.42 74.42 

合计 17 

  

9773.92 

8、大富配天投资租用服务器等设备 

2016 年，公司与控股股东大富配天投资签订了《办公计算机设备服务框架

协议》，大富配天投资将服务器及相关设备置于公司的网络环境，公司为大富配

天投资提供网络接入服务，服务费用参照行业标准并根据设备规格及实际数量按

年计算。2018 年租赁 2 台 1U 服务器、4 台 2U 服务器、2 台 2U 的 ERP 服务器，

总费用预计为人民币 11.6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对于公司

的生产经营是必要的。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日

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

产生依赖。  

三、保荐机构对该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 2018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定

价原则和依据公平合理，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本保荐机

构对公司 2018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张  涛                    吴  玎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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