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836             证券简称：富通鑫茂        公告编号：（临）2018-093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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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经 2018年 9月 26日二○一八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现金方式购

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杭州富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富通光纤

光缆（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通成都”）80%股权。2018 年 10 月 8 日，

董事会已公告相关股权转让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手续。前述收购完成后富通成都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间发生的日

常交易构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19 年度，预计公司及/或其子公司拟向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部分企业销售产

品和采购原材料/产品、接受其提供的厂房租赁业务以及委托其提供物业管理服

务（以下简称“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7,161 万元。 

上述预计金额是基于现有数据，可能因公司业务及/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

发生变动。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 11 名董事成员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4 名关联董事徐东、王

学明、华文、丁放回避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浙江富通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9 年预

计发生金额

（万元） 

2018 年 1-11

月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富通住电光纤（天

津）有限公司 

光纤预制

棒 
市场价 9,900  2,233 

浙江富通光纤技术

有限公司 

光纤预制

棒 
市场价 1,880  - 

成都富通光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 

光纤、芯

棒 
市场价 22,000  5,399 

小计   33,780  7,632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杭州富通通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光

缆、套管 
市场价 82,560  14,751 

富通住电光纤（天

津）有限公司 

尾棒、纸

箱 
市场价 90   

富通住电光纤（杭

州）有限公司 

石英棒、

石英管等 
市场价 151  148.94 

富通住电光纤（天

津）有限公司 

尾棒、种

棒石英管

等 

市场价 83  59.33 

富通住电光导科技

（嘉兴）有限公司 

尾棒、种

棒石英管

等 

市场价 15  61.31 

富通住电光纤（嘉

兴）有限公司 

尾棒、种

棒石英管

等 

市场价 12  10.70 

小计   82,911  15,031.28 

关联人

提供租

赁 

成都富通光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 
租赁厂房 市场价 230 60.10 

关联人

提供物

管服务 

富通集团（成都）

科技有限公司 
物管服务 市场价 240 62 

合计 117,161 22,785.3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富通住电光纤（天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9,000 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高新五路 398 号 

法定代表人：末森茂 

主营业务：光纤预制棒、光纤的研发、生产、销售，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及

售后服务；以及上述产品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服务。 

截止 2017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25,418.73 万元，净资产 22,247.36 万元，

营业收入 16,733.3 万元，净利润 2,419.13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与上市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的第（三）项规定，为本公司关联

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本公司的了解，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具备

良好的履约能力，与本公司业务往来中未有违约等情况发生。 

（二）成都富通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4,700 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西区）百草路 78 号 

法定代表人：方琦 

主营业务：光纤、光缆、通信产品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通信技术、电子产品、软件的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 

截至 2017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71,693.59 万元，净资产 31,246.81 万元，

营业收入 69,814.97 万元，净利润 3,138.64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与上市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的

第（三）项规定，为本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本公司的了解，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具备

良好的履约能力，与本公司业务往来中未有违约情况发生。 

（三）杭州富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77,776.39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方琦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及其他光通信产品，并提供相

关的技术服务、售后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等。 

截至 2017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703,096.48 万元，净资产 204,604.17 万元，

营业收入 724,626.79 万元，净利润 25,705.09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与上市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的第（三）项规定，为本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本公司的了解，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具备

良好的履约能力，与本公司业务往来中未有违约情况发生。 

（四）富通住电光纤（杭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30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育才西路 1089 号 

法定代表人：末森茂 

主营业务：光纤预制棒的生产以及销售，光纤的生产以及销售，前述产品的

研究开发、售后服务以及技术服务；房屋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租赁及维修服务。 

截至 2017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51,985.48 万元，净资产 44,413.35 万元，

营业收入 34,481.94 万元，净利润 10,647.96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与上市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的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本公司的了解，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具备

良好的履约能力，在与本公司发生的业务中未有违约情况发生。 



（五）富通住电光导科技（嘉兴）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 

注册地址：嘉善县西塘镇开源大道 999 号-9 幢 

法定代表人：末森茂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销售:光纤预制棒，提供售后服务以及技术服务。

自有房屋出租、自有设备租赁及维修服务；金属材料、包装材料、机械设备、机

电设备及配件的销售、维修以及相关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等。 

截至 2017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58,287.37 万元，净资产 24,411.52 万元，

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523.76 万元（未经审计）。（该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现部分建设项目完成并投产）。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与上市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的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本公司的了解，该公司项目建成为将逐步投产，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经

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在与本公司业务往来中未有违约情况

发生。 

（六）富通住电光纤（嘉兴）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善县西塘镇开源大道 999 号-10 幢 

法定代表人：韩肖明 

主营业务：光纤的生产、销售；光纤产品的研发、售后服务以及技术服务；

五金件、电子产品、金属材料、金属线缆等的租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建材

（钢材除外）、木制品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其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7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42,931.27 万元，净资产 24,702.31 万元，

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271.73 万元（未经审计）。（该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现部分建设项目完成并投产）。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与上市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的第（三）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根据本公司的了解，该公司项目建成后将逐步投产，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在与本公司业务往来中未有违

约情况发生。 

（七）富通集团（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韵路 186 号 2 栋 1

单元 8 楼 

法定代表人：王学明 

主营业务：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研发、销售光纤光缆并提供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汽车租赁；销售电子产品、通讯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

电线电缆、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机械设备及零配件、仪器仪表、五金产

品、木制品、电子元器件、塑料制品、石材、纸制品、办公用品、建筑材料（不

含危险化学品）、装饰装修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家具、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安防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及施工（凭

资质许可证从事经营）；计算机软件、通信设备技术研发、技术转让；自有房地

产经营活动；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  

截至 2017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29,401.31 万元，净资产 13,108.92 万元，

营业收入 51,332.2 万元，净利润 560.22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与上市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的第（三）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根据本公司的了解，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具备

良好的履约能力，在与本公司业务往来中未有违约情况发生。 



（八）浙江富通光纤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68,5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经济开发区银湖科技创意产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方琦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光纤预制棒、光纤；销售：通信

电缆、数据电缆、特种电线、电缆材料、电线电缆、光纤、光导纤维、通讯器材、

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电子

产品、计算机软硬件、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建筑

材料、金属材料、木材及木制品、环保材料；不带储存经营（批发无仓储经营）

其他危险化学品；四氯化硅；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截至 2017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91,621.68 万元，净资产 75,321.06 万元，

营业收入 122,860.84 万元，净利润 3,505.54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与上市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的第（三）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根据本公司的了解，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具备

良好的履约能力，在与本公司业务往来中未有违约情况发生。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 2019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一、日常关联交易

基本情况”之“（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部分所述。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交易往来，系按照公平、公正、有偿、自愿的市场原

则，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条件平等、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产品的价格，不

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

益的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光缆产品、租用光纤厂房以及关联方向公司提供物业管理



服务的协议在执行中。其它关联交易均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根

据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的进展及时签署具体合同。 

1、光缆销售协议 

2018 年 8 月 1 日，富通光纤光缆（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通成都”）

与杭州富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通通信”）签署《光缆采购销

售基本合同》，协议约定合同期限、定价原则和付款方式、订单计划和供货等事

项，销售价格以关联方向运营商最终销售价格为基础扣减合理的销售费率确定。

单笔交易完成后，按框架合同约定方式结算，关联方客户在与终端客户结算完毕

后次月内完成与富通成都的结算工作。协议有效期为 2018 年 8 月 2 日至 2019

年 8 月 1 日，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厂房租赁协议 

2018 年 10 月 1 日，成都富通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与富通成都签署《光纤厂

房续租协议》，协议约定厂房租赁价格、续租期间等。协议续租期间为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双方签字盖章后协议生效。 

3、物业管理协议 

2018 年 12 月 24 日，富通集团（成都）科技有限公司与富通成都签署《物

业委托管理服务协议》，协议约定委托事项、服务期间、费用支付等事项。委托

管理服务期限为一年，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协议自双方

签字盖章后生效。 

4、其他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其它关联交易均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根据交易双方平等协

商的进展及时签署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形成原因及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关联方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业务往来的延续，其

中光缆销售业务的产生主要由于行业终端客户采用招投标的采购模式导致。为了

提高在运营商处在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产品性能、品牌信誉、营运纪录、竞标

价格及售后支持等方面的应标能力，富通集团光纤光缆业务板块统一由富通通信

投标，中标后根据各子分公司生产能力、生产水平及区域分布进行订单分配。因



此，一般情况下，富通成都根据富通通信下发的订单计划组织生产。 

光纤、光纤预制棒采购业务主要系上述关联方一直为富通成都提供品质优良

的产品，供货稳定。在考虑光纤、光纤预制棒市场供应实际情况，沿用向关联方

采购光纤、光纤预制棒将有利于保证光缆按期供货。 

其他关联交易的规模较小，亦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保持交易的稳定

性和业务合作连贯性有助于公司正常经营的开展。 

（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

业交易行为，上述关联方发生交易往来，系按照公平、公正、有偿、自愿的市场

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条件平等，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产品的价格，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必要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允、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

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 

五、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与公司就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沟通，并认真审阅了拟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的《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相关资料,经充分讨论后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开展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表决，

公司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本次

关联交易预计总额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计划将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司应根据实际需

求，与关联方根据公允价格、公允的支付方式、公允的交货条件等按次签订相应

合同进行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合法：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回



避了表决，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预计总额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计划将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司

应根据实际需求，与关联方根据公允价格、公允的支付方式、公允的交货条件等

按次签订相应合同进行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也没有损害

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将前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在董事会审议前述

议案时回避。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在股东大会审议前述议案时回避。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四）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书；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对关联交易预计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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