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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 股）  粤照明 B（B 股） 

股票代码：0 0 0 5 4 1（A 股）  2 0 0 5 4 1（B 股） 

公告编号：2019-009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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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9年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与相关关联方发生购买原材料、

固定资产、销售产品等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28550 万元。2018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5292.11 万元。 

2019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

议以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何勇先生、庄坚毅先生、程科先

生、戚思胤先生、黄志勇先生依法回避了表决。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广东省电子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广

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广晟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50%股份的关联股东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庄坚毅先生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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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与金额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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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佛山市国星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原材料 
参照市场价

格 

21000 1032.64 9522.37 

广东风华高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76.93 852.06 

佑昌灯光器材有

限公司 
1200 135.89 606.61 

佑昌电器（中国）

有限公司 
450 0 72.99 

杭州时代照明电

器有限公司 
100 11.95 67.33 

小计   23750 1257.41 11121.36 

向关联人采

购固定资产 

广东省电子技术

研究所 

购买固定资产 
参照市场价

格 

300 0 152.99 

广东省中科宏微

半导体设备有限

公司 

100 0 65.32 

小计   400 0 218.31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佑昌灯光器材有

限公司 
销售产品 

参照市场价

格 

4200 439.37 3500.70 

佑昌电器（中国）

有限公司 
200 0.30 21.55 

小计   4400 439.67 3522.25 

 

（三）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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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固定资产 

佛山市国星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原

材料 

9522.37 20000 4.05% -52.39% 
2018 年 3

月 30 日，

公告编

号：

2018-005 

广东风华高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852.06 1100 0.36% -22.54% 

佑昌灯光器材有 606.61 600 0.2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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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杭州时代照明电

器有限公司 
67.33 200 0.03% -66.34% 

佑昌电器（中国）

有限公司 
72.99 0 0.03% - 

不适用 佑昌西特科照明

（廊坊）有限公

司 

25.10 0 0.01% - 

广东省电子技术

研究所 

 

152.99 300 3.04% -49.00% 
2018 年 3

月 30 日，

公告编

号：

2018-005 

广东省中科宏微

半导体设备有限

公司 

65.32 100 1.30% -34.68% 

广东华晟数据固

态存储有限公司 
 160.00 0 3.18% - 不适用 

小计  11524.77 22300 12.26% -48.32%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佑昌灯光器材有

限公司 

销售产

品 

3500.70 3600 0.92% -2.76% 
2018 年 3

月 30 日，

公告编

号：

2018-005 

佑昌电器（中国）

有限公司 
21.55 50 0.01% -56.90% 

广东华晟数据固

态存储有限公司 
237.35 0 0.06% - 

不适用 

杭州时代照明电

器有限公司 
 7.38 0 0.00% - 

广东广晟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0.25 0 0.00% - 

广州市电晟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0.11 0 0.00% - 

小计  3767.34 3680 0.99%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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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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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计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前，业务部门基于当时

的市场前景、产销计划、履约能力等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充

分的评估和测算，但因市场与客户要求变化等原因，公司

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

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很小。 

经核查，公司在计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前，业务部门

基于当时的市场前景、产销计划、履约能力等对关联交易

进行了充分的评估与测算，但因市场与客户要求变化等影

响，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异，符合公

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非公司主观故意所致，不影响公司

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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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联方介绍与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勇，注册资

本：61847.7169 万元，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18

号，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光电半导体器件，光电显示器件，LED

显示屏，交通信号灯，光电半导体照明灯具灯饰，半导体集成电路，

光电模组，电子调谐器，其他电子部件、组件，信息技术设备类产品；

承接光电显示工程、光电照明工程；光电工程技术开发、咨询、服务

与项目投资；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

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

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2018 年末，其总资产 61.08 亿元，净资产 34.52 亿元，营业收

入 36.27 亿元，净利润 4.46 亿元。 

   （2）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广军，注

册资本：89523.31 万元，注册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风华路 18 号风华

电子工业城；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各类型高科技新型

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材料、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及计算机网络

设备，高新技术转让、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

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和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按粤外经贸字[1999]381 号文

经营）；经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

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 

2018 年末，其总资产 70.43 亿元，净资产 54.33 亿元，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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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0 亿元，净利润 10.17 亿元。 

（3）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坚毅，注册资本：

200 万港元，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1 号会展广场办公大楼

4001-06 室，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电光源产品，灯具，电光设备等

进出口业务， 提供照明设计安装及售后服务。 

2018 年末，其总资产 13.71 亿港元，净资产 9.68 亿港元，营业

收入 1.47 亿港元，净利润 0.59 亿港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佑昌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坚毅，注册资

本：2000 万美元，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兴路，

经营范围：生产、组装灯光器材、建筑电器及配套器材、开发新产品、

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并进行咨询和售后服务；与上述自产产品的同

类产品的批发；自有厂房、设备租赁。 

2018 年末，其总资产 4590 万元，净资产 4125 万元，营业收入   

1306 万元，净利润 -22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杭州时代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坚毅，注册资

本：300 万美元，注册地址：杭州市富阳东洲街道高尔夫路 566 号

11 幢，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金属卤化物等及配套件。 

2018 年末，其总资产 4477 万元，净资产 3900 万元，营业收入   

3798 万元，净利润-23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广东省中科宏微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忠凯，

注册资本：10665.24 万元，注册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

城开源大道 11 号 A4 栋首层，经营范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2018 年末，其总资产 9344.30 万元，净资产 4721.09 万元，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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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423.59 万元，净利润-2339.4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法定代表人：杨成胡，注册资本：

1500 万元，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61-65 号，经营范围：

通信网络设备及终端产品、智能交通设备、仪器仪表、图像处理设备、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通信、监控、

收费综合系统工程施工及安装（按本公司有效证书经营）；仪器设备

维修及租赁；房屋租赁、停车场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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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其总资产 11519.07 万元，净资产 8218.21 万元，营

业收入 3667.70 万元，净利润 829.4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东省中科宏微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 

杭州时代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法人的一致行动人 

佑昌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法人的一致行动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并且与本公司保持长期的

合作伙伴关系，均具备良好的交易信用和充分的履约能力。公司向关

联方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及佑昌电器（中国）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该关联方经营情况正常，净资产金额大幅高于公司向其销售产品金

额，资产负债率低，该关联方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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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和销售产品，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在执行市场价格时，

双方可随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将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的实际需

要，在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范围内，

在实际交易中与关联方按日常订单进行采购及销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生

的，有利于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优势，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从而提

高公司的销售收入，保证原材料供应，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2、交易的公允性：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允价值原则，无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此类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3、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

易占同类交易的比例较小，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

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审议程序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何勇、庄坚毅、程科、戚思胤、黄志勇依法回避表决。 

2、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出具了表示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

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正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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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双方发

挥协同效应。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均采用市场价格，充分体现了公平、

公允的原则，不会对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造成不利影响和

损失。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该议案的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

了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不会给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

险，同意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3、此项日常关联交易将在董事会通过后进行披露，并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因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为上市公司，因此本公司与其关联交易也需要获得佛山市国星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

（或）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方能生效。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出具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3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