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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4           证券简称：武汉凡谷         公告编号：2018-038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概述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根据日常生产经营发

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18 年度将与关联方武汉协力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协力信”）、武汉正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维电子”）、

武汉协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力精密”）、湖北梵谷昕泉农林生态旅

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泉农林”）、湖北惠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

风”）、武汉衍煕微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衍煕微器件”）发生关联交易，关联

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2,406.50 万元。 

2、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公司 2018 年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进行预测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表决时，关联董事孟凡博先生进行了回避。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勿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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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协力信 

固定资产

配件（刀

具等） 

按市场原则

协议作价 
200 3.54 64.26 

正维电子 功放 
按市场原则

协议作价 
70 17.15 0 

采购类小计 270 20.69 64.26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正维电子 滤波器等 
按市场原则

协议作价 
1000 7.72 369.74 

正维电子 
自动化生

产线 

按市场原则

协议作价 
350 0 0 

协力精密 夹具 
按市场原则

协议作价 
300 5.2 0 

销售类小计 1650 12.92 369.74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正维电子 委外加工 
按市场原则

协议作价 
90 2.56 0 

接受的劳务类小计 90 2.56 0 

向关联人

出租房产 

 

正维电子 房屋租赁 
按市场原则

协议作价 
120 23.01 144.03 

昕泉农林 房屋租赁 
按市场原则

协议作价 
1.50 0.27 1.09 

惠风 房屋租赁 
按市场原则

协议作价 
5.00 1.00 2.67 

衍煕微器件 房屋租赁 
按市场原则

协议作价 
270 44.44 26.67 

房屋租赁类小计 396.50 68.72 174.46 

总计 2,406.50 104.89 608.46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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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发生额之 

间的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协力信 

固定资产

配件（刀

具等） 

64.26 200 0.08% -67.87% 

2017 年 4 

月 26 日

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

《关于预

计 2017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

公告》（公

告编号：

2017-019） 

采购类小计 64.26 200 0.08% -67.87%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正维电

子 
滤波器等 369.74 2000 0.28% -81.51% 同上 

销售类小计 369.74 2000 0.28% -81.51%  

向关联人

出租房产 

 

正维电

子 
房屋租赁 144.03 200 78.32% -27.99% 同上 

昕泉农

林 
房屋租赁 1.09 1.50 0.59% -27.33% 同上 

惠风 房屋租赁 2.67 7.5 1.45% -64.40% 同上 

衍煕微

器件 
房屋租赁 26.67 0 14.50% - 

未达到法

定披露标

准 

租赁类小计 174.46 209 94.86% -16.53%  

总计 608.46 2,409 - -74.74%  



                                                   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4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武汉协力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文胜；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住所地：武汉东湖开发区武黄公路 30 号森林花园 4 单元 9 层 02 号；主

营业务：电子产品、机械零配件的设计、开发，金属材料、五金工具、机电设备

的销售；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精确到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238.40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06.8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人民币 134.01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2.32 万元。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如适用） 

1、公司向协力信采购资产配件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主

要原因是根据公司供应商招投标程序，协办信没有获得预

计的份额。 

2、正维电子向公司采购滤波器等产品实际发生额低于预

计，主要原因是其 RRU 产品客户需求未及预期。 

3、公司向正维电子出租房屋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主要

因公司于 2017 年 6 月将正维电子原来所承租的关东房产

出售所致。 

4、公司 2017 年向武汉衍熙微器件有限公司出租房屋产生

租金收入 26.67 万元，不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公司 2017 年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

易进行预测的议案》的关联交易预测范围内，根据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公司总经理（总裁）或总经理（总裁）

办公会审议并决定与关联法人发生的就同一交易标的或

者同一关联法人在连续 12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积金

额在 300 万元以内的交易”之规定，该项新增的关联交易

已经公司总经理(总裁)办公会同意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

的交易，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存在一定差异，

符合市场行为和经营实际，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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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汉协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文胜；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内；主营业务：电子产品、汽车零部

件及模具的开发；开发产品制造、销售；机械零件的设计及加工；最近一期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精确到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911.86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27.5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740.40 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81.05 万元。 

3、武汉正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孟庆南，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住所地：洪山东湖开发区关东工业园 3 号地块；主营业务：通讯、电子、

计算机软件开发、研制、技术服务；通信设备、电子器件制造；仪器仪表、计算

机、电子元器件零售兼批发；通信网络安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精确到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2,128 万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7,99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8,576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812

万元。 

4、湖北梵谷昕泉农林生态旅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丽丽，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 万元；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工业园九凤街 5 号；主营业务：

农作物、花卉种植及销售；农业基础的开发及建设；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

对农业、林业、养殖业的投资，农业信息咨询服务；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精确到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499.96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466.1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0.00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3.89 万元。 

5、湖北惠风房地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秋，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内；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精确到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23,978.31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3,347.6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390.67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853.97 万元。 

6、武汉衍煕微器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秋，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经济开发区藏龙岛梁山头村惠风同庆花园一期 G17-S

栋 1-2 层 6 室；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计算机及配件研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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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销售；计算机硬件开发、销售；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精确到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

资产为人民币 2,756.32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74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0.00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07 万元。 

（二）关联关系 

1、协力信、协力精密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股东王凯先生。王凯先生系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丽丽女士之弟。王凯先生持有分别协力信、协力精密 40%、

60%的股份，且在该公司担任监事职务。根据相关规定，协力信、协力精密属于

本公司关联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2、正维电子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孟庆南

先生持有该公司 94%的股份，且在该公司担任执行董事。该关联法人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丽丽女士现时持有昕泉农林 100%的股份，

且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该关联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

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丽丽女士现时持有惠风公司 35%的股份，且

担任该公司董事；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孟凡博先生现时持有惠风公司 33%的股份，

且担任该公司董事；该关联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5、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孟凡博先生现时持有衍煕微器件 79%的股份，该关联法

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1、经公司采购部门按照规定的程序审核，协力信为公司的合格供应商。公司

购买协力信的产品，是在货品经检验合格入库后在约定的账期内付款。因此，此

项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2、根据对正维电子、协力精密历年与公司签订合同的执行情况跟踪检查，对

方严格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对公司的款项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因此，此项

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3、昕泉农林、惠风公司、衍煕微器件公司租赁公司房屋仅为办公之用，交易

金额较小，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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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向协力信采购固定资产配件，定价严格按照规定的报价、比价、核价

的定价程序确定，并综合考虑产品质量、账期、交货周期等因素决定。采购以分

批采购方式进行，每次采购涉及金额及数量较少，公司按照每批所需采购原材料

的品种及订单金额单次签署购销合同，以电汇或承兑汇票方式结算。 

2、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德威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斯”）具

有相应军工资质，为维护军工客户关系的需要，其向正维电子采购少量功放，以

满足客户的订单需求。德威斯公司按照每批采购订单金额单次签署购销合同，以

电汇或承兑汇票方式结算。 

3、正维电子除了其主要产品功放外，还有部分产品为 RRU（Radio Remote Unit

即射频拉远单元）和直放站，这两种产品是由多种设备和元器件组装而成的，这

其中包括数字版、电源、功放、滤波器及软件等组成部件，其中，滤波器是构成

产品的众多器件中的一个。因为武汉正维自身不生产滤波器这样的无源器件，因

此产品中用到的滤波器需面向市场采购。 

公司在无源射频器件领域是最专业的企业之一，产品质量有保证，而且公司

和正维电子两家公司同处武汉，产品的运输成本较低，因此正维电子在采购滤波

器时部分采购了公司的产品。公司向正维电子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按照客观、公

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根据，交易价格公允，按照每批采购订单金

额单次签署购销合同，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4、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凡谷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动化公司”）向

协力精密销售夹具、向正维电子销售自动化生产线，这些专用设备及线体均为自

动化公司根据协力精密、正维电子的实际需要而专项定制的。自动化公司向协力

精密、正维电子销售商品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根据，

交易价格公允，按照每批采购订单金额单次签署购销合同，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

额结算。 

5、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德威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因有部分闲置厂房，

为了提高资产利用率、增加经济效益，租赁给正维电子、昕泉农林公司、惠风公

司、衍煕微器件公司。前述交易严格按照市场价，且履行严格的审议程序，符合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日常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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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造成不利影响。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购销活动。充分利用上述关

联方的采购和销售优势，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销售范围，降低采购成本，保持

双方之间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同时将保证公司正常稳定的经营，确保公司的整

体经济效益。公司日常的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

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对关联方的

购销额较同期公司购销总额而言很小，公司没有因上述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也没有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公司将部分闲置房屋分别出租给正维电子、昕泉农林、惠风公司、衍煕微器

件公司，提高了资产周转率，增加了经济效益。以上交易对公司的生产及发展均

无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征女士、马洪先生、杨勇先生事前已查阅了《关于对公司 2018

年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进行预测的议案》相关资料，同意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讨论。 

结合公司以往的实际情况和未来的发展需求，独立董事认为： 

武汉凡谷2018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

正常的业务行为，交易价格根据市场原则协议确定，未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

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易在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方面均符合关联交易的

相关原则要求。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对公司 2018 年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进行

预测的议案》。董事会关于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武汉凡

谷 2018 年度即将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交易定价公允，不

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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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本保荐机构对实施该等关联交易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和独立意见； 

（三）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四）与日常关联交易相关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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