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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7         股票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18-020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修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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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经营业务活动，有利于保证公司 

日常运营及稳定发展。关联交易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交

易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

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第

二大股东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彩虹”）、以及中电彩

虹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及其控

制的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采购、销售、动能供应、厂房租赁、提供

或接受劳务等方面的关联交易。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16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8 年，因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后公司主营业务延伸至液晶面板业务，并随

之产生新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同时公司预计与液晶玻璃基板业务相关的

关联交易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鉴此，公司拟对原预计的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整体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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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修

订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在董事

会审议之前，审阅了本项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同意 6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关于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修订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共有 9 名成员，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忠国先

生、朱立锋先生、李淼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等关联交易属于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持续交易行

为，关联交易本着就近配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节约采购费用的原则，根

据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经营的需要，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为公司的

生产经营提供必要的保障，有利于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该等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是合理、公平的，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本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本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等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项关联交易无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彩虹集团有限公司 

彩虹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9

月，注册地址：北京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11 号；法定代表人：司云聪；注册资本：

251,716.7 万元；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主要经营范围：彩色显示器件、彩色电

视机、显示器及其配套产品、电子器件、电真空器件、电子产品、信息光电子材

料、微电子材料、元器件、太阳能光伏电池及其组件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

太阳能光伏系统集成；进出口业务。 

彩虹集团持有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中电彩虹 27.92%股权，系本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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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住所：咸阳市秦

都区彩虹路 1 号西侧；注册资本：492,477.04 万元；法定代表人：朱立锋；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主要经营范围：电子信息技术研发、服务、

转让；以自有资金对信息产业、房地产业、商业贸易业务投资及资产经营（非货

币资产）管理服务；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液晶玻璃基板、玻璃制品及原材料、

光伏产品、组件及原材料、电子产品及原材料、金属材料、仓储及物流服务等。 

中国电子持有中电彩虹 72.08% 股权，中电彩虹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

本公司 23.66%股权，为本公司关联方。 

3、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6 年 6 月 28 日；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杨良生；住所：无锡市蠡溪路 888 号；经营范围：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等。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4、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 年 8 月 2 日；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谭志坚；住所：成都市金牛区解放路一段 2 号 5

栋；经营范围：机电工程、冶金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专业承包等。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5、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30 日；法定代表人：

万铜良；注册资本：10,125 万人民币；住所：石家庄市合作路 285 号。经营范围：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石油化工工程施工、电力工程施工、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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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6、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8 月 20 日；法定代表人：

徐国飞；注册资本 573,200 万元人民币；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仙林大道 601

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TFT-LCD 面板和模组、液晶显示器、电视机、仪器

仪表、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7、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9 月 2 日；注册资本：19,000 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坤；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岗街道经天路 7 号。

经营范围：工业自动化设备、环保设备、仪器及环保配套服务、电力保护产品、

物流配套设备；金属制品的表面喷涂、热处理加工、系统工程设计、安装、维修、

咨询、服务等。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8、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0 年 4 月 15 日。法定代表人：朱以明；

注册资本：69,421.6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 A 座（6-23 层）主要经营范围：进出口业务；承办对

外贸易展览展销；招标代理服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

项目；小轿车销售；与以上业务有关的仓储、包装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信息服务；汽车零配件的销售、房屋出租；保洁服务及保洁材料销售；家用电器

维修：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及外部设备的研制、销售：燃料油、重

油产品、通讯设备销售;技术开发。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9、冠捷显示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https://m.qixin.com/search/%E6%9C%B1%E4%BB%A5%E6%98%8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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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捷显示科技（厦门）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 26 日；注册资本：美元贰

仟伍佰万元；法定代表人：宣建生；住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海

路 1 号；主要经营范围：从事电脑及周边设备，TFT-LCD 平板显示屏、模具、新

型平板显示器件（液晶显示屏、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显示器）、数字电视机（液

晶电视、等离子电视、视频投影仪），通讯终端设备，监视器、其他显示产品及

其半成品、套件，模组及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售后服务，显示器及上述

同类产品的批发、进出口。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10、冠捷显示科技（咸阳）有限公司 

冠捷显示科技（咸阳）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17 年 3 月 24 日；注册资本：

壹亿柒仟壹佰叁拾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怡仁；住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

区渭阳西路北侧；主要经营范围：从事电脑及周边设备，TFT-LCD 平板显示屏、

模具、新型平板显示器件（液晶显示屏、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显示器）、数字电

视机（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视频投影仪），通讯终端设备，监视器、其他显

示产品及其半成品、套件，模组及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售后服务，显示

器及上述同类产品的批发、进出口。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11、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 

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注册资本：30,000 万

元；法人代表：邓伟明；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1 号；主要经营范

围：电视机、收/录音机、DVD 播放机、功放、音响、家庭影院、冰箱、洗衣机、

空调、热水器、电风扇、电饭煲、电磁炉、饮水机、灶具、油烟机、消毒柜、家

用电器的设计、生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液晶显示设备、安防设备、视频设

备、智能设备开发、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等。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12、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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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法人代表：

邓伟明；住所：东莞市虎门镇赤岗社区中国电子东莞产业园 B 区 1 号；主要经营

范围：电视机、收/录音机、DVD 播放机、功放、音响、家庭影院、冰箱、洗衣

机、空调、热水器、电风扇、电饭煲、电磁炉、饮水机、灶具、油烟机、消毒柜、

家用电器的设计、生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液晶显示设备、安防设备、视频

设备、智能设备开发、销售等。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13、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注册资本：

150,0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忠国；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岗街道

天佑路 33 号。经营范围：触控产品及相关器件、液晶显示产品及相关器件、普

通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14、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法定代表

人：徐国飞；注册资本：1750,000 万人民币；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谊路

9 号；主要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和出售 TFT-LCD 面板、彩色滤光片和液晶整机

模组；提供与产品和业务有关的服务，以及其他与上述有关的经营活动；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

方。 

15、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 

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法定代表人：邹昌

福；注册资本 40,500 万元；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工业园内；经营范围：

光伏产品生产、制造、研发、销售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 仓储服务（除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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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厂房、机械设备、土地租赁；动力能源配套供应、服务、销售及相关产品

技术开发。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16、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2 月 23 日；注册资本：48,0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孙迎新；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技城南区中国信息

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院内；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

软件开发；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技术培训；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

含医疗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等。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17、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光电”）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注册资本 1,389,937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忠国；注册地址：咸阳市高新

区高科一路，该公司主要从事液晶面板生产和销售。 

本公司持有彩虹光电 99.79%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17、陕西彩虹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陕西彩虹电子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玻璃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0 月，注册资本：398,435.7537 万元；法定代表人：徐剑；注册地址：咸阳市秦

都区新产业聚积园；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经营电子玻璃制品；对外贸易

经营（国家禁止的除外）。 

本公司持有电子玻璃公司 90.21%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18、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 

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液晶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8 月 26 日；注册资本 203,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国洪；注册地址：安徽

省合肥市新站区工业园内。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液晶用玻璃基板、其他玻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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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相关产品投资、建设、开发、生产和销售；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及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电子玻璃公司持有合肥液晶公司 89.4%股权，合肥液晶公司为电子玻璃公司

控股子公司。 

19、彩虹(张家港)平板显示有限公司 

彩虹(张家港)平板显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平板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2,3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归光宇；公

司住所：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国泰北路 1 号 D 幢；经营范围：TFT-LCD 面

板、模组及配套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玻璃制品制造、销售和进出口贸

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电子玻璃公司持有张家港平板公司 97.75%股权，张家港平板公司为电子玻

璃公司控股子公司。 

20、冠捷投资有限公司 

冠捷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 7 月 24 日，注册资本：美元壹仟肆佰壹拾

元；法定代表人：宣建生；住所：香港九龙观塘伟业街 108 号丝宝国际大厦 12

楼 1208-16 室；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业务。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21、中电九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九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 13 日；注册资本：50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邢明海；住所：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办事处花园社区银河路

596 号银河 596 园区；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技术研发，推广，技术转让和

技术服务；电子产品研发，生产，信息系统集成；商品批发余零售；从事货物进

出口及技术进出口对外贸易经营；房屋租赁；企业管理服务。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预计的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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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事项 

1、关联销售 

（1）液晶玻璃基板业务：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金额(万元) 

修订前 修订后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G6 基板玻璃销售 11,400 14,500 

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G8.5 基板玻璃销售 23,700 15,100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G6 基板玻璃销售 0 13,500 

合计  35,100 43,100 

（2）新增液晶面板业务：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金额(万元) 

冠捷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液晶面板销售 165,000 

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液晶面板销售 75,000 

合计  240,000 

2、关联采购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电子玻璃公司与关联方动能采购明细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金额(万元) 

修订前 修订后 

陕西彩虹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动能采购 2,600 200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彩虹光电、电子玻璃公司、合肥液晶公司新增与关

联方采购明细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预计金额(万元) 

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设备采购及安装 26,000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设备、材料采购 17,500 

中电九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采购 5,500 

武汉中原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设备、材料采购 2,500 

北京华大九天软件有限公司 设备采购及安装 750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采购及设备安装 740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设备安装、机电安装 620 

中电基础产品装备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360 

咸阳彩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原材料采购 350 

中电和瑞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采购及安装 300 

南京熊猫新兴实业有限公司 设备采购及安装 300 

咸阳彩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100 

咸阳彩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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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5,120 

3、动能供应：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液晶公司与关联方动能采购明细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金额(万元) 

修订前 修订后 

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 动能供应 
1,680 

2,180 
120 

合计  1,800 2,180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液晶公司与关联方动能销售明细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金额(万元) 

修订前 修订后 

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 工业用电 9,000 14,800 

注：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吸收合并了原关联方合肥彩

虹新能源有限公司，合肥彩虹新能源有限公司原相关业务由彩虹（合肥）光伏

有限公司承继。 

4、关联租赁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电子玻璃公司、合肥液晶关联租赁明细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金额(万元) 

修订前 修订后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111 80 

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 厂房租赁 461 525 

合计  572 605 

（2）经公司 2017 年 10 月 17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7 年 12 月

12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7 年 12 月 28 日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电子玻璃公司、张家港平板公司分别与彩虹集团邵

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咸阳分公司、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签订了生

产线设施设备租赁合同，上述合同在 2018 年预计产生关联租赁明细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金额(万元) 

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咸阳分公司 生产线设施设备租赁 11,000 

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生产线设施设备租赁 9,120 

合计  20,120 

5、接受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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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彩虹光电与关联方在液晶面板项目建设、委托代理进口

设备、设备维护等方面的关联交易明细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金额(万元)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进口设备 825,000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8.6 面板项目施工建设 60,200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50,000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8.6 面板项目施工建设 26,800 

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8.6 面板项目施工建设 5,900 

合计  967,900 

6、资产出售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张家港平板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明细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金额(万元)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 1,060 

7、其他 

除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还存在诸如医疗服务（职

工体检）、物业管理服务、设备维护服务、采购服务等关联交易预计累计金额为

1000 万元，由于单项金额较小、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应及时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年度报告

和半年度报告中予以分类汇总披露。 

本次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股东大会批准后授权经营管理层在

股东大会决议的范围内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协议或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必要保障，关联交易是本着

就近配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节约费用的原则进行的。关联交易的定价遵

循市场价格确定的公允价格。对于彩虹光电与关联方在液晶面板项目建设、委

托代理进口设备等方面的关联交易均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交易定价是合

理、公允的。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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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经营业务活动，有利于保证公司的

日常运营及稳定发展。关联交易以公允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

利义务关系。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