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869        证券简称：长飞光纤       公告编号：临 2019-036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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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与关联方/关连人士签署2020-2022年日常关联/关连交易协议及批准交易金

额上限的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审议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的发展，对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影响较

小，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连同下属公司

合称为“本集团”）与股东 Draka Comteq B.V.签署的《光纤技术合作协议》项下

交易金额上限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届满，而《光纤技术合作协议》将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届满；本公司与长飞光纤光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飞

上海”）签署的 2017-2019 年销售框架协议与采购框架协议及项下交易金额上限

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届满；本集团与相关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届满。本公司拟继续与前述关联方开展同类交易。 

2019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关连人士签署 2020-2022 年日

常关联/关连交易协议及批准交易金额上限的议案》，同意与股东 Draka Comteq 

B.V.签署的《光纤技术合作协议》项下 2020-2022 年交易金额上限，同意与长飞

上海签署 2020-2022年日常关联/关连交易协议及批准协议项下 2020-2022年的交

易金额上限，同意与相关关联方 2020-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关联董事

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有利于公司发展，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并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联股东 Draka Comteq B.V.将就上述《光纤技术合作协议》项下

2020-2022 年交易金额上限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

上市规则》，股东 Draka Comteq B.V.将就与长飞上海签署 2020-2022 年日常关联/

关连交易协议及批准协议项下2020-2022年的交易金额上限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

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与 Draka Comteq B.V.、长飞上海前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

易类型 

币种/单

位 

前次年度上限 前次实际交易额 预计与

实际金

额差异

较大的

原因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10 月 

Draka 

Comteq 

B.V.注 

专 利 使

用费 

人民币

万元 
4,100 4,500 4,900 4,062 3,719 1,355 

需 求 及

价 格 下

降 

长飞上

海 

采 购 商

品 

人民币

万元 
83,000 91,000 100,000 35,682 49,731 30,674 

需 求 及

价 格 下

降 

销 售 商

品 

人民币

万元 
40,800 44,800 49,400 38,060 37,888 19,259 

需 求 及

价 格 下

降 

注：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10 月，本公司与 Draka Comteq B.V.

未开展《光纤技术合作协议》项下的共同发展项目，且本公司未获取 Draka Comteq 

B.V.提供的技术服务，因此亦未支付过相关费用。 

2、其他日常关联交易前次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币种/单位 
2019 年度 

预计交易额 

2019年1-10

月实际交易

额 

预计与实际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江苏长飞中利光纤

光缆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人民币元 400,000,000 277,647,762 需求及价格下降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人民币元 450,000,000 189,709,010 需求及价格下降 



 

四川乐飞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人民币元 950,000,000 591,006,740 需求及价格下降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人民币元 500,000,000 280,754,049 需求及价格下降 

汕头高新区奥星光

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人民币元 450,000,000 234,590,563 需求及价格下降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人民币元 400,000,000 177,862,504 需求及价格下降 

天津长飞鑫茂光通

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人民币元 1,100,000,000 190,469,354 需求及价格下降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人民币元 750,000,000 37,739,059 需求及价格下降 

租入设备 人民币元 4,000,000 - 租赁合同变更 

技术许可使用 人民币元 1,500,000 1,466,666 - 

长飞（武汉）光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人民币元 40,000,000 7,074,884 采购计划调整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人民币元 30,000,000 42,005,591 客户需求量增加 

出租房产及设备 人民币元 1,800,000 552,273 - 

长飞信越（湖北）

光棒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人民币元 700,000,000 423,498,493 需求及价格下降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人民币元 150,000,000 80,019,960 需求及价格下降 

深圳特发信息光纤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人民币元 30,000,000 - 采购计划调整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人民币元 450,000,000 41,358,822 需求及价格下降 

天津长飞鑫茂光缆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人民币元 400,000,000 8,946,939 需求及价格下降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人民币元 250,000,000 12,942,606 需求及价格下降 

技术许可使用 人民币元 1,000,000 1,000,000 - 

武汉光源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人民币元 30,000,000 11,596,241 市场需求下降 

YOFC-Yadanarbon 

Fibre Co., Ltd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美元 3,000,000 209,552 市场需求下降 

武汉普利聚合技术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人民币元 10,000,000 - 采购计划调整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人民币元 10,000,000 - 市场需求下降 

武汉云晶飞光纤材

料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人民币元 80,000,000 26,440,150 市场需求下降 

出租房产 人民币元 450,000 360,000 - 

中航宝胜海洋工程

电缆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人民币元 50,000,000 - 采购计划调整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上限和类别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预计将在 2020-2022 年期间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的预计金额上限如下： 

  



 

币种/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

型 

预计年度交易额上限 2020 年预

计金额占

同类业务

比例（%） 

预计与实际金

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Draka Comteq B.V. 专利使用费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 100.00% - 

长飞光纤光缆（上

海）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50,000,000 450,000,000 450,000,000 15.57% - 

销售商品 350,000,000 350,000,000 350,000,000 18.04% - 

江苏长飞中利光

纤光缆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70,000,000 370,000,000 370,000,000 12.80% 采购计划增加 

销售商品及

提供劳务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15.46% 客户需求增长 

四川乐飞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00,000,000 800,000,000 800,000,000 27.68% 采购计划增加 

销售商品及

提供劳务 
470,000,000 470,000,000 470,000,000 24.23% 客户需求增长 

汕头高新区奥星

光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350,000,000 350,000,000 350,000,000 12.11% 采购计划增加 

销售商品及

提供劳务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15.46% 客户需求增长 

长飞（武汉）光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0.35% - 

销售商品及

提供劳务 
70,000,000 70,000,000 70,000,000 3.61% - 

长飞信越（湖北）

光棒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00,000,000 700,000,000 700,000,000 24.22% 采购计划增加 

销售商品及

提供劳务 
150,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7.73% 客户需求增长 

深圳特发信息光

纤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2.77% 采购计划增加 

销售商品及

提供劳务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15.46% 客户需求增长 

武汉光源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1.04% 采购计划增加 

武汉云晶飞光纤

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1.73% 采购计划增加 

中航宝胜海洋工

程电缆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1.73% 采购计划调整 

《光纤技术合作协议》项下 2020-2022年交易金额上限参考(i)过往交易金额；

(ii)以 Draka Comteq B.V.及其关联方的专利许可及专利申请生产的光纤预制棒及

光纤的预期销量（根据本集团现有产能而定）；及(iii)光纤预制棒及光纤未来三年

的价格（预期与 2019 年相似）而确定。 

与长飞上海销售框架协议项下 2020-2022年交易金额上限参考(i)过往交易金

额；及(ii)预计 5G 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可促进需求增长。 



 

与长飞上海采购框架协议项下 2020-2022 年上限参考(i)过往交易的金额；及

(ii)向长飞上海购买光缆数量预期将上升，与 5G 网络预期大规模建设导致的光缆

需求增长一致。 

与其他相关关联方 2020-2022 年交易金额上限参考过往交易金额及对 5G 网

络大规模建设预期对光纤光缆需求带来的增长而确定。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 Draka Comteq B.V.  

Draka Comteq B.V.为一家根据荷兰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5

月 14 日，授权资本为 500 万欧元，实收资本为 100 万欧元。Draka Comteq B.V.

的经营范围为“经营应用于电信和数据通信的光纤、光缆、铜质电缆以及光缆、

铜质电缆配件的业务，管理其他企业和公司，并对其提供资金支持，为第三方的

债务提供担保，以及与上述事宜相关或有利于上述事宜的业务”。 

与公司关联关系：Draka Comteq B.V.持有公司 23.73%股份。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四）有关规定，Draka Comteq B.V.为公司

关联法人。Draka Comteq B.V.由 Draka Holding B.V.全资持有，而 Draka Holding 

B.V.由 Prysmian S.p.A 全资持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Prysmian S.p.A 的总资产为 101.59 亿欧元，净资

产为 23.74 亿欧元，营业收入为 101.05 亿欧元，净利润为 0.58 亿欧元。 

2、 长飞光纤光缆（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2 年 10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30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江田东路 212 号 

法定代表人 庄丹 

经营范围 
设计、生产光纤光缆器件材料及宽带接入网通讯系统设备，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并提供相关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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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三）有关规定，长飞上海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总资产 56,829.36 万元，净资产 33,608.95 万元，营业收入 95,108.81 万元，净利

润 4,623.44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3、 江苏长飞中利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2 年 3 月 6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9,288 万元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常昆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王柏兴 

经营范围 

光纤、光缆及其系列产品、光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通信终端设备、通信器材

生产、销售；光缆护套材料及其它光缆原材料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通信电缆及光缆熔接和

安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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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三）有关规定，江苏长飞中利光纤光缆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总资产 81,735.58 万元，净资产 31,947.98 万元，营业收入 105,713.51 万元，净

利润 4,675.41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4、 四川乐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93 年 5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800 万元 

注册地址 四川峨眉山市九里镇 

法定代表人 闫长鹍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各种类型光纤（含制棒）、光缆及其它通信线缆、光端设备、通信检

测设备及上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项目）；英特尔网络通讯设备、

软件开发与服务；CATV 光纤网络的设计、施工及配套生产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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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三）有关规定，四川乐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总资产 35,695.15 万元，净资产 15,784.12 万元，营业收入 100,067.45 万元，净

利润 2,553.58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5、 汕头高新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92 年 11 月 6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7,055.8817 万元 

注册地址 汕头高新区科技东路 15 号 

法定代表人 高静涛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预制棒、光纤、光缆、通信线缆、特种线缆及器件、

附件、组建和材料，专用设备以及通信产品的制造，提供上述产品的工程及技

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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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三）有关规定，汕头高新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总资产 48,710.67 万元，净资产 26,293.34 万元，营业收入 69,591.88 万元，净利

润 2,575.44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6、 长飞（武汉）光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4 年 7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750 万元 

注册地址 武汉洪山区关山二路四号 

法定代表人 周理晶 

经营范围 

特种光纤、光器件、光传感和其他光系统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

及技术服务；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

通信工程设计、安装、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关联关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三）有关规定，长飞（武汉）光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总资产 9,408.47 万元，净资产 6,720.32 万元，营业收入 4,456.13 万元，净利润

416.43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7、 长飞信越（湖北）光棒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8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日元 8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潜江市江汉盐化工业园长飞大道特 1 号 

法定代表人 庄丹 

经营范围 
光纤用预制棒生产、销售；盐酸、四氯化硅生产、销售；工业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生产、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监事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三）有关规定，长飞信越（湖北）光棒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总资产 89,053.72 万元，净资产 62,408.06 万元，营业收入 43,665.93 万元，净利

润 8,744.15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8、 深圳特发信息光纤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0 年 8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8,651.832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科技北一路 20 号 

法定代表人 彭祖华 

经营范围 
光纤、通信产品、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销售，国内贸易，经营进

出口业务。光纤、机械设备的生产。 

关联关系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三）有关规定，深圳特发信息光纤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总资产 71,053.70 万元，净资产 49,023.08 万元，营业收入 46,283.51 万元，净利

润 3,658.92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9、 武汉光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2 年 11 月 4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东西湖区革新大道南五支沟西（吴家山吴南路 15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希哲 

经营范围 

塑料制品、精密模具、电子产品、通信器材、光电仪器、光纤光缆科技研制、

开发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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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三）有关规定，武汉光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总资产 1,992.92 万元，净资产 950.23 万元，营业收入 3,071.68 万元，净利润 29.5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 武汉云晶飞光纤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1 年 4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500 万元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光谷大道九号 

法定代表人 包文东 

经营范围 

光纤用高纯四氯化锗、高纯四氯化硅等系列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上述经

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关联关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三）有关规定，武汉云晶飞光纤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总资产 8,613.34 万元，净资产 6,222.17 万元，营业收入 7,171.66 万元，净利润

319.83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11、 中航宝胜海洋工程电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8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扬州市施桥南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陈大勇 

经营范围 

设计、研发、制造和销售海底电缆、海底光缆、光电复合缆、海底特种电缆、

直流电缆、高压电缆、超高压电缆、脐带电缆、拖曳缆、OPGW 等电线电缆及

其附件、软接头等海洋工程用产品；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管理服务；在港口内

提供普通货物装卸、仓储、运输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整体物流方案策划与

咨询；货运代理服务；水陆联运服务；物流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关联关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三）有关规定，中航宝胜海洋工程电缆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总资产 117,873.94 万元，净资产 100,006.74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0.07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二） 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在与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一） 与 Draka Comteq B.V.签订的《光纤技术合作协议》 

公司于 2008 年 10 月 13 日与股东 Draka Comteq B.V.签署的《光纤技术合

作协议》1将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届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主要交易内容 

授出许可：Draka Comteq B.V.向本公司授出非独家及不可转让的许可，许可

本公司使用 Draka Comteq B.V.及其关联方拥有的若干专利或专利申请，在本公

司位于中国武汉的生产设施制造及在中国境内外销售光纤和用于生产光纤的半

成品。 

提供技术服务：本公司与 Draka Comteq B.V.同意向对方提供操作光纤生产

设备以及评估采购原材料和备件机会的培训、支持和协助。 

共同发展光纤技术：本公司与 Draka Comteq B.V.同意物色并进行光纤技术

共同发展项目。共同发展项目须待双方另行就项目计划订立书面协议订明（其中

包括）项目的范围、目标、时间表及预算以及为该共同发展项目提名项目经理后

方可生效。倘一方清算或结束营业，另一方均有优先权收购有关共同开发的发明

项目。 

2、 交易价格 

授出许可：本公司向 Draka Comteq B.V.及其关联方支付金额相当于本公司

所销售或出售根据许可专利制造的每项光纤产品净售价 1.3%的专利使用费。本

公司毋须就售予 Draka Comteq B.V.或其附属公司的产品支付任何专利使用费。

倘任何一方拟使用另一方已于光纤产品大量生产时运用或使用的任何工作方式、

生产工艺及生产设备之改良、升级或调整项目，可向另一方提出要求，如该方接

纳该要求，则须支付双方协议之额外专利使用费。 

提供技术服务：双方就相关技术服务支付的费用须另行订立协议确定。 

共同发展光纤技术：双方须自行承担进行共同发展项目的内部成本，亦独家

                                                             
1 并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及 2014 年 5 月 30 日签署《补充协议（一）》及《补充协议（二）》。 



 

拥有本身发明家独自开发的发明项目知识产权。本公司与 Draka Comteq B.V.均

有权非独家免费使用另一方独自开发的发明以生产及销售光纤和用于生产光纤

的半成品。倘发明项目并非由任何一方独自开发，有关项目的知识产权由本公司

及 Draka Comteq B.V.各自拥有 50%权益。 

（二） 与长飞上海销售框架协议及采购框架协议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与长飞上海签署 2020-2022 年销售框架协议与采

购框架协议，有效期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三年。 

1、 与长飞上海销售框架协议的主要交易内容 

为进行 2020-2022 年销售框架协议下拟进行之销售交易，长飞上海每次向本

集团采购光纤、光缆、原材料、设备及组件时，均会向本集团下达指定数量的采

购订单。采购订单一般载有有关产品规格、数量、付款日期及方法、交付安排、

责任及保证的条款。 

2、 与长飞上海销售框架协议的定价原则 

1) 按相关买方所在的当地电信运营商公布的当时投标价定价；或 

2) 按相关交易进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开的最新中国平均出口价

格定价。 

倘若并无当地投标价或出口价格，则按中国国有电信运营商公布的当时投标

价定价（以下简称“中国投标价”）。倘若无当地投标价、出口价格或中国投标价，

则价格须公平合理厘定，而有关价格须相当于或相似于本公司独立第三方就相似

产品所付或所报的价格。 

注：当地投标价及中国投标价将于海外电信运营商或中国国有电信运营商

（视情况而定）已完成其投标程序及公布投标结果时确定。本公司销售负责人将

于每年第一季度参考当地投标价及中国投标价后设定预先确定的价格范围，并根

据最近期出口价格不时更新。就出口销售而言，若所售之特定种类的光纤或光缆

的当地投标价及出口价格均可获得，实际价款将参考当地投标价或出口价格之较

高者而确定。就国内销售而言，由于当地投标价及出口价格并无关系，价格将参

考中国投标价而确定。 

3、 与长飞上海采购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进行 2020-2022 年采购框架协议下拟进行的采购交易，本集团每次向长飞

上海采购光缆时，均会向其下达指定数量的采购订单。采购订单一般载有有关产

品规格、数量、付款日期及方法、交付安排、责任及保证的条款。 



 

4、 与长飞上海采购框架协议的定价原则 

1) 按相关交易进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开的最新中国平均进口价

格定价；或 

2) 按中国国有电信运营商公布的现行投标价。 

倘若无法得悉上述各项或上述各项不适用，则价格须公平合理厘定，而有关

价格须相当于或相似于本公司与独立第三方就相似产品所付或所报的价格。本公

司须与不相关第三方至少就相若数量及质量的产品磋商两份其他同类交易以厘

定长飞上海提供的价格与条款是否公平合理及是否与不相关第三方所提供价格

相当。 

注：采购中国投标价将于中国国有电信运营商完成其中央投标程序及公布投

标结果后确定。就进口采购而言，价格将参考进口价格确定。本公司之供应链部

主管将于每个财政年度初参考最新的进口价格设定预先确定的价格范围，并根据

最新资料不时更新。就国内采购而言，价格将参考采购中国投标价确定。 

（三） 与其他相关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1、交易主要内容 

与其他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系日常业务，具体协议需待实际发生交易时签订，

因此交易具体价格、款项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主要条款在协议签订时方可确定。 

2、定价原则 

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的规

定，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交易，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

依据；无市场价格的，定价原则为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加成合理的利润确定价格，

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根据《光纤技术合作协议》向 Draka Comteq B.V.及其关联方支付技

术使用费，主要基于双方历史合作的延续，有利于发行人经营稳定、技术可持续

发展；本集团与长飞上海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该等关系公平合理，有利于本

公司的平稳运营及业务扩张，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公司与其他关联方

发生的持续关联交易，能使公司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优势和成熟经验，通

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交易各方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

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坚持市场化、公平自愿原则，不影响本公司

各项业务的独立性，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本公司各项业

务均独立于各关联方，与各关联方的业务往来不构成公司对各关联方的依赖关系。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 与长飞上海签署的 2020-2022 年销售框架协议与采购框架协议 

上网附件：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