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67         证券简称：东方网力        公告编号：2019-061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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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联交易概述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网力”）因日常生

产经营需要，预计与中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盟科技”）、北京物灵科

技有限公司（原为北京物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北京物灵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物灵科技”）进行相关交易事项，中盟科技、物灵科技为本公司

关联方，构成关联交易。 

2019年 4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光先生、张睿先生已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出具了

核查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批。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 

公司对 2019 年度拟与中盟科技、物灵科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进行

了估算，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人 

2019 年预计关联交

易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中盟科技 33,000,000 - 22,787,150.84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技术

开发与服务 

中盟科技 3,000,000 89,575.47 358,301.90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人 

2019 年预计关联交

易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技术

开发与服务 

物灵科技 1,650,000 157,272.00 1,022,126.22 

注：上年实际发生数据已经审计。 

 

3、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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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销售

产品 

中盟

科技 

销售

商品 
22,787,150.84 30,000,000.00 1.05 -24.04 

2018-4-24 

http://www.

cninfo.com.

cn/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技

术开发

与服务 

中盟

科技 

技术

服务 
358,301.90 5,000,000.00 0.26 -92.83 

2018-4-24 

http://www.

cninfo.com.

cn/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技

术开发

与服务 

物灵

科技 

购买

商品 
1,022,126.22 254,000.00 0.13 302.41 

2018-4-24 

http://www.

cninfo.com.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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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与物灵科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022,126.22 元，主要包含两部分：①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

议案》，公司与物灵科技发生的购买商品的交易总额 93,969.66 元；

②根据公司 2018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总经理决定，公司与物灵科技

子公司爱耳目 2018 年度预计发生的采购商品的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实际发生金额为 928,156.9679 元。 

2、报告期内，公司向中盟科技采购的技术开发与服务的交易预计



 

 

与实际发生存在较大差异原因为部分业务开展不及预期及公司根

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交易进行的适当调整，因此实际发生情况小于预

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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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对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对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不构成损害。 

 

二、关联人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中盟科技 

1、中盟科技基本情况 

名称：中盟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51505728 

成立时间：2002年 11月 8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天利中央商务广场（二期）

C-3005；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455.81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海东；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天利中央商务广场（二期）C-3005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信息系统设计、集成、

运行维护；信息技术咨询；集成电路设计、研发； 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通讯

产品的开发；电子元器件、光电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的购销；经营

进出口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道路设施

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道路交通设施的安装。 

中盟科技 2018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965,254,291.16 



 

 

净资产 445,467,656.23 

—— 2018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59,327,196.18 

净利润 43,546,180.52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2018 年 7 月 17 日，中盟科技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现

任董事、副总经理张睿先生辞任中盟科技董事的议案，鉴于上述职位变动未满十

二个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 10.1.6

的规定，中盟科技仍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中盟科技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关联方中盟科技是

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物灵科技相关情况 

1、物灵科技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物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8CKM05； 

成立时间：2016年 09月 21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 523号楼 13层 2163号 06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285.7143 万元； 

法定代表人：顾嘉唯； 

公司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

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

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互联网信息服务；出版物批发。（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出版物批发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物灵科技 2018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30,066,253.18 

净资产 86,613,045.62 

—— 2018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64,735,900.68 

净利润 -95,822,347.7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光兼任物灵科技董事及经理，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之第三项的规定，物灵科技为公

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中盟科技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关联方物灵科技是

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时参考公司主营业务

所在行业的市场公允价格及市场竞争因素等，综合考量后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公

允合理。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相关协议尚未签订。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符合

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 

2、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关联交易价

格参照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交易行为是在符合市场经济的原

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 

3、公司及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上述

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经事前审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9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

司正常的业务行为，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已将上述 2019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我们同

意向公司董事会提请审议相关议案。 

2、独立董事意见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公司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出具了

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 2019 年日常经营所

需，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我们同意本议案。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意见：公司 2019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

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东方网力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及文件资料，了解了关联

方基本情况、以及其与公司之间的交易定价原则及交易金额。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

产经营的正常需要，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

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1、东方网力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 

2、东方网力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东方网力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意见； 

4、东方网力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