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2019-077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解决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桑锐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锐电子”）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促进其
业务发展，公司于2019年9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桑锐电子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借款，借款利率为同期银行基准利率上浮31%，期限不
超过2019年12月31日。
桑锐电子为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50.01%；孟
繁鼎系持有桑锐电子33.43%股份的自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条认定，孟繁鼎为
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公司向与关联人孟繁鼎共同投资的桑锐电子提供大于持股比
例的借款，根据《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二条的规定，上述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桑锐电子为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50.01%；
孟繁鼎系持有桑锐电子 33.43%股份的自然人，根据《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
条认定，孟繁鼎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姓名

孟繁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住所/通讯地址

长春市绿园区泰来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经历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上海信赢科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2003 年 4 月至今

执行董事

北京中安鼎辉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至今

董事长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至今

董事长

上海精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至今

监事

上海欧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至今

执行董事

吉林省中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 11 月至今

监事

安徽省比昂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至今

董事

辽宁过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至今

董事

辽宁嘉冠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调兵山市嘉冠润滑油销售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海畅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至今

监事

上海灵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4 月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杭州比昂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至 2018 年 3 月

董事

河北比昂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至 2018 年 2 月

董事

上海比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8 月

董事

上海瑞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3 月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3、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根据孟繁鼎出具的说明，截至本公告日，孟繁鼎控制的核心企业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
本（万
元）

权益比
例

经营范围

上海信赢科经
贸发展有限公
司

50.00

99.20%

计算机（除专控）专业技术四技服务，会务服务、礼
仪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摄像服务，电脑图文设
计制作（除广告），电脑及软硬件、文化办公用品、
工艺品（除金器）、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服装
服饰、日用百货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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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欧赞生物

200.00

50%

从事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展览展

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嘉冠石化
科技有限公司

调兵山市嘉冠
润滑油销售有
限公司

上海畅停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示服务，企业营销策划，投资管理咨询（除经纪）
，
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
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电子产品，
五金交电，通讯器材，仪器仪表，工艺礼品，办公用
品，日用百货，一类医疗器械，实验室设备（除医疗
器械）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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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1000.00

1200.48

99.80%

润滑油研发、生产、销售；废旧润滑油收购、贮存、
利用、销售；电器绝缘油、热传导油生产、销售；燃
料油（闪点大于 60 摄氏度）生产、销售；化工产品
（危险化学品除外）
、水泥、钢材、装饰材料、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销售；石油化工管道清洗、维修及技
术服务，石油化工储罐清洗、维修及技术服务；石油
化工储罐清洗设备开发、销售及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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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

润滑油、化工产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化学危险品除
外）销售；变压器油、电气绝缘油、热传导油销售；
燃料油（闪点大于 60 摄氏度）销售；水泥、钢材、
装饰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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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68%

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停车场（库）经营，新能源充换电设施建
设运营，数据处理服务，工程测量勘察，物业管理，
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通讯器材、金属制品、
汽车及配件、安防设备、摄影器材的销售，自有设备
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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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安鼎辉
科技有限公司

5263.16

42.06%

技术推广服务；软件设计；计算机系统服务；经济贸
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
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不
从事实体店铺经营、不含电动自行车）、文具用品、
通讯设备、机械设备。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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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鸿鼎泰松
煤业有限公司

5000.00

60.00%

煤炭销售;货运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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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孟繁鼎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它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借款的主要内容：
1、借款对象：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3、期限：不超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4、借款利率：为同期银行基准利率上浮 31%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解决桑锐电子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助其快速发展，公司对其提供了借
款。公司在保证自身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对桑锐电子提供借款，有利于保障公
司未来的投资收益；公司对桑锐电子具有实质控制和影响，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9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关联董事梁建华、万军、张俊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对控股子公司桑锐电子提供借款，有利
于促进桑锐电子的业务发展，进而保障公司未来的投资收益。本次关联交易按同
期银行基准利率上浮31%的标准收取利息，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
原则，参考市场同类交易价格为基础，定价公允、公平、合理；关联交易审议及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
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