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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与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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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预计 2019 年度将与如下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南

京金智视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智视讯”）、南京致益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致益联”）、南京康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厚置业”）、南京能

网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网科技”）以及上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预计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 2019 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不

超过 14,400万元。 

2019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金智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度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在该事项表

决时，董事徐兵、叶留金、贺安鹰、朱华明、吕云松因作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回

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 

本项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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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销售

产品和

提供劳

务 

金智视讯 

公司代为采购部分设

备 

公司按照采

购金额加价

1%转售给金

智视讯 

500 11.10   16.23 

公司为其提供生产加

工服务 

市场公允价

格 
300 0 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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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益联 
公司代为采购部分设

备 

公司按照采

购金额加价

1%转售给致

益联 

1,000 0 0 

康厚置业 

康厚置业投资建设的

南京九间堂别墅项目

的建筑智能化系统建

设拟由公司控股子公

司金智信息为其提供

相关工程服务。 

参照市场价

格水平由双

方共同约定 

600 0 0 

能网科技 

公司为能网科技提供

电力设计及总包等服

务 

参照市场价

格水平由双

方共同约定 

2,000 0 1,169.92 

小计 4,400 11.10 1,254.08  

向关联

方采购

产品和

接受技

术服务 

金智视讯 

本公司在从事主营业

务时，根据需要向金智

视讯采购其研发的视

频监控产品并由其提

供相关服务。 

参照市场价

格水平由双

方共同约定 

6,000 791.21 2,215.26 

致益联 

公司在从事主营业务

时，根据需要将向致益

联采购有关联想、

DELL 等设备。 

参照市场价

格水平由双

方共同约定 

4,000 16.77 46.82 

小计 10,000 807.98 2,262.08 

合计 14,400 819.08 3,516.16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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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和

提供劳

务 

金智视讯 

公司代为采购部分设

备 
  16.23 500 0.01% -96.75% 

详见 2018

年 3 月 28

日刊登于

《证券时

报》、巨潮

资讯网的

《金智科

技：关于与

关联方日

常关联交

公司受托为其提供生

产加工服务 
67.93 300 0.04% -77.36% 

致益联 
致益联委托本公司代

为采购部分设备 
0 1,000 - -100.00% 

康厚置业 

康厚置业投资建设的

南京九间堂别墅项目

的建筑智能化系统建

设拟由公司控股子公

0 600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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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金智信息为其提供

相关工程服务。 

易预计的

公告 》（公

告编号：

2018-019） 能网科技 

公司为能网科技提供

电力设计及总包等服

务 

1,169.92 9,500 0.70% -87.69% 

小计 1,254.08 11,900 0.74% -89.46% 

向关联

方采购

产品和

接受技

术服务 

金智视讯 

本公司在从事主营业

务时，根据需要向金

智视讯采购其研发的

视频监控产品并由其

提供相关服务。 

2,215.26 4,000  2.08% -44.62% 

致益联 

公司在从事主营业务

时，根据需要将向致

益联采购有关联想、

DELL 等设备。 

46.82  1,200 0.04% -96.10% 

能网科技 

公司根据需要向能网

科技采购充电桩相关

产品及技术服务 

76.04 6,500 0.07% -98.83% 

小计 2,338.12 11,700 2.19% -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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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公司与前述各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金额均未超过预计金额，但与预计总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主要原因为：公司与前述各关联方的主营业务模式为参与

众多项目的招投标，基于最终订单的实际需求，决定是否

有必要发生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难准确预计。公司

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是从控制各项关联交

易的总规模方面进行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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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对 2018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进行了合理的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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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

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发

挥业务协同效应，更好地开展主营业务，符合法律、法

规的规定；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定价公允，没

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南京金智视讯技术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金智视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贺安鹰 

注册地点：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将军大道 1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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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视频监控产品开发和销售，软件产品开发和销售,工业自动化产品开

发和销售，技术咨询与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金智视讯 2018

年度末资产总额 4,056.96万元，净资产 1,511.52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 4,116.75

万元，净利润 116.89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金智集团持有金智视讯 32.14%的股权；公司董事贺安鹰先生兼任

金智视讯执行董事，公司董事朱华明先生兼任金智视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三）项规定，金智视讯为本公司的关联

方。 

3、履约能力分析 

金智视讯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二）南京致益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致益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丁小异 

注册地点：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将军大道 100 号 

主营业务：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致益联 2018年度末资产总额 14,726万元，净资产 5,971 万元；

2018年度营业收入 64,473万元，净利润 47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金智集团同为致益联的控股股东，持有致益联 100%的股权。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致益联为本公司的

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致益联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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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康厚置业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康厚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4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丁小异 

注册地点：南京市江宁区康厚街 10 号（江宁开发区）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康厚置业 2018 年度末资产总额 210,953 万元，净资产 50,666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8,886 万元，净利润-4,53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康厚置业为南京金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厦实业”）的全资子公司，金

厦实业持有康厚置业 100%的股权；而金厦实业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金智集团，

金智集团持有金厦实业 72.14%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康厚置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康厚置业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四）南京能网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能网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飞廷 

注册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大道 100 号 

主营业务：电力销售（按相关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光伏发电、分布式能源、

风力发电、燃气发电及供热、储能及微电网项目的建设、运营及维护；新能源技术

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光伏发电、售电；新能源项目工程设计和建设管理；

新能源企业管理咨询；电动汽车充电桩、充电站及充电塔建设、运营及维护；汽车

租赁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停车场的建设、管理、维护；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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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类广告；增值电信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能网科技 2018

年度末资产总额 3,458.22 万元，净资产 3,240.91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168.99

万元，净利润 18.36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能网科技为公司的合营企业，公司持有其 49%的股份，公司董事贺安鹰先生、

执行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李剑先生均兼任能网科技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三）项规定，能网科技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康厚置业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由于本公司具有较好的商务采购渠道，金智视讯（含其控股子公司）需要

委托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代为采购部分设备，公司按照采购金额加价 1%转售给

金智视讯，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因此向金智视讯（含其控股

子公司）销售商品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500 万元；由于公司具有较好的生产加工体系，

金智视讯（含其控股子公司）开发的视频监控产品部分工序需委托公司代为生产加

工，加工费收费标准参照市场价格水平由双方共同约定并执行，2019年 1月 1日—

2019 年 12月 31日公司向金智视讯提供生产加工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 300 万元；由

于金智视讯（含其控股子公司）专业从事视频监控产品的开发、销售，公司（含控

股子公司）在从事主营业务时，根据需要将向金智视讯（含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其

研发的视频监控产品并由其提供相关服务，采购产品及服务价格参照市场价格水平

由双方共同约定并执行，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含控股子公

司）向金智视讯（含其控股子公司）采购产品及服务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6,000 万元。 

2、由于本公司具有较好的商务采购渠道，致益联需要委托本公司（含控股子

公司）代为采购部分设备，公司按照采购金额加价 1%转售给致益联，2019 年 1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因此向致益联销售商品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1000 万元；

由于致益联目前是联想、DELL等设备的专业代理商，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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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时，根据需要将向致益联采购有关联想、DELL 等设备，2019 年 1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致益联采购商品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4,000万元。 

3、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东大金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智信

息”）专业从事建筑智能化工程服务等智慧城市业务，康厚置业投资建设的南京九

间堂别墅项目的建筑智能化系统建设拟由公司控股子公司金智信息为其提供相关

工程服务， 2019年 1月 1日—2019年 12月 31日金智信息向康厚置业提供工程服

务金额预计不超过 600万元。 

4、由于能网科技专业从事新能源及智慧城市相关的电动汽车充电桩、充电站、

充电塔的建设及运营、基于光伏发电的合同能源管理、分布式能源等业务，需要公

司（含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电力设计及总包服务，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能网科技提供电力设计及总包服务金额预计不超

过 2,000 万元。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将与金智视讯、致益联、康厚置业、能网科技签署相关关

联交易合同，合同待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上述交易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发挥业务协同效应，更好地开展主

营业务，对公司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的经营收入、成

本和利润不产生较大影响。 

本公司将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执行此类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2018年度,公司与各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均未超过预计金额，

但与预计总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为：公司与前述各关联方的主营业务模式

为参与众多项目的招投标，基于最终订单的实际需求，决定是否有必要发生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金额较难准确预计。公司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2、公司独立董事在召开本次董事会前，认真阅读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文件，



 

证券代码：002090                 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5 

 8 

事前认可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经认真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公

平、合理，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同意公司 2019 年度与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9年度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合同书。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