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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2019-006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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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深科技”或本公司：指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  

“深科技东莞”：指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科技惠州”：指惠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国电子”：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 

“中国长城”：指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 

“永光电子”：指中国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限公司 

“中电熊猫”：指南京中电熊猫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国际”：指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桑达无线”：指深圳市桑达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捷荣技术”：指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深格”：指惠州深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晶”  ：指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 概述 

鉴于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下同）日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预计2019年

将与控股股东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参股企业以及关联单位等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涉及向关联方采购及销售原材料及产成品、提供、接受劳务等；预计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采购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310万元、销售类金额不超过150

万元、劳务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850万元。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电子及其下属

企业、参股企业、关联单位拟签署《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具体业

务将由订约方根据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确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参照市场价格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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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了前述2019年度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宜。其中，关联董事在

相关议案审议中均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同日公告2019-005《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此议案不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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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 

发生 

金额 

采购

商品、

原材

料 

中国电子(含下属企业) 采购商品、原材料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5,200 514.01 1,392.66 

其中：中国长城 采购平板电脑等  2,500 3.41 43.89 

永光电子 采购二、三极管、集成稳压器 
 

300 142.83 280.47  

     中电熊猫 采购晶体晶振 
 

1,000 183.84 821.22  

     中电国际 
采购时钟 IC、无线 IC、光耦、MCU

等  
390 183.93 247.08  

捷荣技术 采购连接器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110 0.40 60.29 

销售

商品、

原材

料 

中国电子(含下属企业) 销售数据监控系统、设备及软件等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150 0 0 

提供、

接受

劳务 

中国电子(含下属企业) 提供、接受电子产品加工劳务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450  77.55 503.28 

其中：桑达无线 提供、接受高铁通讯设备相关劳务 
 

400 77.55 451.80 

惠州深格 提供、接受透明图形薄膜相关劳务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900 85.21 496.98 

开发晶 
提供、接受 LED 芯片测试分选代

工相关劳务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1,500 0 423.61 

3、 上一年度（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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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预计 

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 

日期 

及索引 

采购

商品、

原材

料 

中国电子(含下属企业) 采购商品、原材料 1,392.66 1,800 0.09% -22.63% 

2018-011

号公告 

其中：永光电子 
采购二、三极管、集

成稳压器 
 280.47  250 0.02% 12.19% 

     中电熊猫 采购晶体晶振 821.22  1,066 0.05% -22.96% 

     中电国际 
采购时钟 IC，无线

IC，光耦，MCU 等 
247.08  300 0.02% -17.64% 

捷荣技术 电子元器件 60.29 120 0.004% -49.76% 

提供、

接受

劳务 

中国电子(含下属企业) 提供、接受劳务 503.28 500 0.03% 0.66% 

其中：桑达无线 
提供、接受高铁通

讯设备相关劳务 
451.80 400 0.03% 12.95% 

东莞信柏 提供、接受陶瓷背板 26.14 60 0.002% -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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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零部件相关劳务 

惠州深格 
提供、接受透明图形

薄膜相关劳务 
496.98 1,000 0.03% -50.30%  

开发晶 
提供、接受 LED 芯片

测试分选业务 
423.61 1,100 0.03% -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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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业务上有上、下游关系，受市场行业需求

波动、产业链供求变化等影响，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

略有差异。 

公司在进行关联交易预计前，业务部门基于市场前景、产销计

划、合作关系、实际履约能力等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

算，预计应当是合理的；主要误差是由于后续市场变化以及业务调

整出现不可把控情形；公司将持续严控关联交易，保证公平、公正，

价格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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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管理层对 2018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解释

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因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战略要求，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实际发生金额因市场需求等客观原因与

原预计金额上限略存在差异，但该等差异的出现是因应市场变化而

出现的，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说明：上述关联方 2018 年度与本公司（含下属子公司）实际发生金额仅

为初步测算数据，全年实际发生金额经审计数据将在 2018 年度报告中披露。 

二、 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子”】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芮晓武 

注册资本：1,848,225.199664 万元人民币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甲 1 号楼 

主营业务：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电

子应用产品与应用系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

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筑工程、通讯工程、水处理工程

的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房地产开发、经

营；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

销售；承办展览；房屋修缮业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

修和销售。 

财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中国电子总资产 2,666.29 亿元，净

资产 352.66 亿元；2018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990.1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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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0.43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电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

独资特大型集团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前期日

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中国电子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长城”】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宋黎定 

注册资本：293,616.56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长城计算机大厦 

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高新电子、信息安全整机及解决方案、电源、园区与物

业服务及其他业务。 

财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中国长城总资产 1,425,236.41 万元，

净资产 622,581.94 万元；2018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413,694.26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077.2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中国长城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的控股子

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中国长城作为一家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在电子产品

业务领域有着丰富的积累沉淀，业务模式成熟，资信状况良好，能够提供性能优

良的电子产品，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中国长城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3、 中国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永光电子”】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俊 

注册资本：2.85 亿元人民币 

住    所：贵州省贵阳市新添大道北段 2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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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半导体分立器件及其电子器件组件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及

服务。 

财务情况：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永光电子总资产 59,968.02 万元，净

资产 45,770.11 万元；2018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23,625.91 万元，净利润 2,157.8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永光电子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电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

公司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振华电子是国内重要的半导体研制生产骨干企业，其

在产品价格、品质及交货期方面均比较稳定，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永光电子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4、 南京中电熊猫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电熊猫”】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冬强 

注册资本：2,220 万美元 

住    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 56 号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销售石英晶体谐振器及其它电子产品等。 

财务情况：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中电熊猫总资产 48,595.07 万元，净

资产 22,043.76 万元；2018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13,126.44 万元，净利润 77.3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中电熊猫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电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中电熊猫在全球晶振器件领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发展前景较好，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中电熊猫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5、 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电国际”】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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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6,992.5073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裕和大厦 8 楼 

主营业务：信息技术的开发、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

务、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光电产品、半导体等。 

财务情况：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中电国际总资产 522,751.23 万元，

净资产 70,049.31 万元；2018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00,185.45 万元，净利

润 8,018.1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中电国际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电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中电国际在业界信誉度较好，在产品多样化、价格、

交期、反馈速度等方面均具有优势，中电器材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中电国际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6、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捷荣技术”】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赵晓群 

注册资本：25,147.79 万元人民币 

住    所：东莞市长安镇新安工业园 

主营业务：精密模具、精密检具及精密治具的生产和销售；塑胶、五金、

人造蓝宝石、玻璃、陶瓷精密结构件的生产和销售；智能制造设备、电子信息

产品、机电一体化产品、 电子医疗产品、电子专用测试仪器及上述产品相关零

部件的生产、销售及维修；从事以上相关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设立研发

中心，从事上述产品及服务的研究、设计和开发（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 

财务情况：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捷荣技术总资产 234,149.73 万元，

净资产 122,077.82 万元；2018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100,732.80 万元，净利润

2,549.2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捷荣技术为本公司持股参股公司，由于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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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副总裁莫尚云先生担任捷荣技术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捷荣在塑胶五金外壳的制造和模具开发制造行业有

较强的实力，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捷荣技术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7、 深圳市桑达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桑达无线”】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吴海  

注册资本：6,66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桑达大厦 11 层 

主营业务：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通讯设备、监控系统项目的设计、

开发、咨询；研发、销售电子设备、微电子器件、通信传输、交换系统、移动

通信系统设备等。 

财务情况：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桑达无线总资产 42,319.41 万元，净

资产 41,048.39 万元；2018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3,854.30 万元，净利润 5,661.97

万。（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深科技东莞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桑达无线

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受益于国家铁路行业尤其是高铁的快速发展，桑达

无线近年来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发展前景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桑达无线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8、 惠州深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州深格”】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连榕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广东省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演达路 6 号 2#厂

房 1 层 

主营业务：触控模组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提供技术咨询，电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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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组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计算机

零部件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

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财务情况：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惠州深格总资产 3,636.20 万元，净

资产 1,063.70 万元；2018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430.40 万元，净利润 63.70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深科技惠州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深格

为深科技惠州持股 30%的参股公司，本公司副总裁于化荣先生担任惠州深格的

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惠州深格产品销售渠道稳定，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平

板、笔记本、工控和车载等方面，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惠州深格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9、 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简称“开发晶”】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汤兴良 

注册资本：2.7 亿美元 

住    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星路 

主营业务：开发晶主要从事 LED 外延片、封装模组及其他 LED 光源产品

的研发、制造及销售，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业务范围涵盖 LED 整体产业链环

节中的外延芯片、封装模组、照明应用等所有产业链环节，具备上下游协同开

发，为客户提供 LED 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 

财务情况：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开发晶总资产 446,243.31 万元，净

资产 225,482.95 万元；2018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154,867.61 万元，净利润

1,229.7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深科技东莞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发晶为

本公司持股 25.07%的参股公司，本公司董事、总裁郑国荣先生担任开发晶的

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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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履约能力分析：开发晶在 LED 行业具有较强的实力，具有良好的履

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开发晶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三、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 框架协议的主要作用：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并履

行具体业务的基础，与每一个具体的业务构成完整的买卖合同。 

2、 定价政策：交易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国际市场价

格定价。 

3、 货款支付和结算方式：付款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

务惯例确定。 

4、 违约责任：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订单要求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任

何一方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将由过错方承担相应的损失并负赔偿责

任。 

5、 争议解决：如有纠纷，交易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时，可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 

6、 协议生效条件：本框架协议须经交易双方各自履行其内部相应的审批

程序并经各自相关方的批准。 

7、 协议有效期：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8、 其他：本框架协议的签署不影响交易对方或相关方依据其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规定和有关监管规则的规定，履行有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 交易目的、必要性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以上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均属于公司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预计此项关联交易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 

2、 以上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3、 以上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以上关联交

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核查了 2018 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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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审查了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听取了业务部门人员关于该

等事项的相关汇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管理层对 2018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解释符合市场和

公司实际情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

符合公司的经营和战略发展要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实际发生

额因市场需求以及公司业务调整等客观原因与原预计金额上限存有差异，但该

等差异是因应市场变化而导致，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公司在计划实施相关关联交易前市场部、采购部等均已对上述交易进行充

分的评估和测算，交易公允，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基于个人独立判断，

我们同意将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宜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在与关联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且将与每一个具体业务构成完整合同，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市场

价格为依据，交易条件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我们认为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3、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