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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2020-008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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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深科技”或“本公司“：指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  

“深科技东莞”：指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科技惠州”：指惠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国电子”  ：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 

“中国长城”  ：指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 

“永光电子”  ：指中国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限公司 

“振华新能源”：指中国振华集团东莞市振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熊猫”  ：指南京中电熊猫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国际”  ：指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桑达无线”  ：指深圳市桑达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捷荣技术”  ：指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深格”  ：指惠州深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开 发 晶”  ：指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 概述 

鉴于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下同）日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预计2020年

将与控股股东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参股企业以及关联单位等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涉及向关联方采购及销售原材料及产成品、提供、接受劳务等；预计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采购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530万元、销售类金额不超过50万

元、劳务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50万元。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

业、参股企业、关联单位拟签署《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具体业务

将由订约方根据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确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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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市场价格定价。 

2020年3月1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

通过了前述2020年度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宜。其中，关联董事在相关

议案审议中均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同日公告2020-007《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此议案不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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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

商品、

原材

料 

中国电子 (含下属企业 ) 采购商品、原材料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8,400 210.73 4,912.94 

其中：中国长城 采购平板电脑等  3,500 182.70 2,501.40 

永光电子 采购二、三极管、集成稳压器 
 

200 - 138.00 

振华新能源 采购锂电池  1,500 12.97 662.99 

     中电熊猫 采购晶体晶振 
 

1,000 0.45 903.70 

     中电国际 
采购时钟 IC、无线 IC、光耦、MCU

等  
900 13.64 556.04 

捷荣技术 采购连接器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130 1.53 62.06 

销售商

品、原

材料 

中国电子 (含下属企业 ) 销售数据监控系统、设备及软件等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50 - - 

提供、

接受

劳务 

中国电子 (含下属企业 ) 提供、接受电子产品加工劳务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450 0.93 335.24 

其中：桑达无线 提供、接受高铁通讯设备相关劳务 
 

400 - 323.69 

惠州深格 提供、接受透明图形薄膜相关劳务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800 - 557.54 

开发晶 
提供、接受 LED 芯片测试分选代

工相关劳务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800 - 675.40 

3、 上一年度（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 

预计 

金额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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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

商品、

原材

料 

中国电子 (含下属企业 )
 注 1 采购商品、原材料 4,912.94 6,700 0.442% -26.67% 

2019-006
号公告 

其中: 中国长城
注 1 采购平板电脑等 2,501.40 4,000 0.225% -37.46% 

     永光电子 
采购二、三极管、

集成稳压器 
138.00 300 0.012% -54.00% 

振华新能源 采购电池 662.99 - 0.060% - 

     中电熊猫 采购晶体晶振 903.70 1,000 0.081% -9.63% 

     中电国际 
采购时钟 IC，无线

IC，光耦，MCU 等 
556.04 390 0.050% 42.57% 

捷荣技术 电子元器件 62.06 110 0.006% -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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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 

预计 
金额 

(万元 )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 ) 

销售 

商品、 

原材 

料 

中国电子 

(含下属企业 )  

销售数据监控系

统、设备及软件等 
- 150 - - 

提供、

接受

劳务 

中国电子 

(含下属企业 ) 
提供、接受劳务 335.24 450 0.025% -25.50% 

其中：桑达无线 
提供、接受高铁通

讯设备相关劳务 
323.69 400 0.024% -19.08% 

惠州深格 
提供、接受透明图

形薄膜相关劳务 
557.54 900 0.042% -38.05%  

开发晶 
提供、接受 LED 芯

片测试分选业务 
675.40 1,500 0.050% -5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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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业务上有上、下游关系，受市场行业需

求波动、产业链供求变化等影响，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

情况略有差异。 

公司在进行关联交易预计前，业务部门基于市场前景、产销

计划、合作关系、实际履约能力等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

和测算，预计应当是合理的；主要误差是由于后续市场变化以及

业务调整出现不可把控情形；公司将持续严控关联交易，保证公

平、公正，价格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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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管理层对 2019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解释

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因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战略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实际发生金额因市场需求等客观原

因与原预计金额上限略存在差异，但该等差异的出现是因应市场

变化而出现的，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说明：上述关联方 2019 年度与本公司（含下属子公司）实际发生金额仅

为初步测算数据，全年实际发生金额经审计数据将在 2019 年度报告中披露。 

注 1：2019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中国长城 2019 年度新增额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与关联方中国长

城预计 2019 年度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1,500 万元，该次新增额度后预计

公司与中国长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采购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与中国电子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采购类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700 万元。 

二、 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子”】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芮晓武 

注册资本：1,848,225.2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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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甲 1 号楼 

主营业务：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电

子应用产品与应用系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

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筑工程、通讯工程、水处理工程

的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房地产开发、经

营；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

销售；承办展览；房屋修缮业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

修和销售。 

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中国电子总资产 3,065.50 亿元，净

资产 584.24 亿元，营业收入 1,031.28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57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电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

独资特大型集团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前期日

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中国电子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长城”】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宋黎定 

注册资本：293,616.56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长城计算机大厦 

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高新电子、信息安全整机及解决方案、电源、园区与物

业服务及其他业务。 

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中国长城总资产 1,632,470.10 万元，

净资产 639,524.36 万元；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433,023.28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339.2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中国长城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的控股子

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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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中国长城作为一家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在电子产品

业务领域有着丰富的积累沉淀，业务模式成熟，资信状况良好，能够提供性能优

良的电子产品，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中国长城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3、 中国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永光电子”】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俊 

注册资本：2.85 亿元人民币 

住    所：贵州省贵阳市新添大道北段 270 号 

主营业务：半导体分立器件及其电子器件组件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及

服务。 

财务情况：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永光电子总资产 71,456.86 万元，净

资产 54,162.83 万元；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27,574.18 万元，净利润 2,747.0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永光电子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电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

公司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永光电子是国内重要的半导体研制生产骨干企业，其

在产品价格、品质及交货期方面均比较稳定，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永光电子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4、 东莞市振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振华新能源”】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刚 

注册资本：1.65 亿元人民币 

住    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玉泉工业区兴园路 7 号 

主营业务：锂离子电芯及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财务情况：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振华新能源总资产 55,674.79 万元，

净资产 11,322.05 万元；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14,257 万元，净利润-7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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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振华新能源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电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振华新能源在产品价格、品质及交货期方面均比较

稳定，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中电熊猫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5、 南京中电熊猫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电熊猫”】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冬强 

注册资本：2,220 万美元 

住    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 56 号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销售石英晶体谐振器及其它电子产品等。 

财务情况：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中电熊猫总资产 43,002.26 万元，净

资产 22,691.19 万元；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12,100.93 万元，净利润-77.7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中电熊猫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电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中电熊猫在全球晶振器件领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发展前景较好，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中电熊猫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6、 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电国际”】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宋健 

注册资本：56,992.5073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信息技术的开发、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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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

务、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光电产品、半导体等。 

财务情况：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中电国际总资产 692,772.02 万元，

净资产 189,458.41 万元；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870,568.00 万元，净利

润 2,238.0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中电国际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电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中电国际在业界信誉度较好，在产品多样化、价格、

交期、反馈速度等方面均具有优势，中电器材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中电国际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7、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捷荣技术”】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赵晓群 

注册资本：25,147.79 万元人民币 

住    所：东莞市长安镇新安工业园 

主营业务：精密模具、精密检具及精密治具的生产和销售；塑胶、五金、

人造蓝宝石、玻璃、陶瓷精密结构件的生产和销售；智能制造设备、电子信息

产品、机电一体化产品、 电子医疗产品、电子专用测试仪器及上述产品相关零

部件的生产、销售及维修；从事以上相关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设立研发

中心，从事上述产品及服务的研究、设计和开发（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 

财务情况：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捷荣技术总资产 287,586.81 万元，

净资产 125,185.06 万元；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132,182.00 万元，净利润

2,677.9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捷荣技术为本公司持股 4%参股公司，由于本

公司副总裁莫尚云先生担任捷荣技术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捷荣在塑胶五金外壳的制造和模具开发制造行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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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实力，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捷荣技术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8、 深圳市桑达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桑达无线”】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吴海  

注册资本：6,66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桑达大厦 11 层 

主营业务：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通讯设备、监控系统项目的设计、

开发、咨询；研发、销售电子设备、微电子器件、通信传输、交换系统、移动

通信系统设备等。 

财务情况：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桑达无线总资产 43,500 万元，净资

产 42,281 万元；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5,530 万元，净利润 2,680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深科技东莞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桑达无线

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受益于国家铁路行业尤其是高铁的快速发展，桑达

无线近年来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发展前景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桑达无线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9、 惠州深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州深格”】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连榕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广东省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演达路 6 号 2#厂

房 1 层 

主营业务：触控模组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提供技术咨询，电子元件

及组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计算机

零部件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

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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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情况：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惠州深格总资产 3,128.77 万元，净

资产 785.59 万元；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329.35 万元，净利润-211.20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深科技惠州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深格

为深科技惠州持股 30%的参股公司，本公司副总裁于化荣先生担任惠州深格的

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惠州深格产品销售渠道稳定，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平

板、笔记本、工控和车载等方面，具有履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惠州深格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10、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简称“开发晶”】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福军 

注册资本：2.7 亿美元 

住    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星路 

主营业务：开发晶主要从事 LED 外延片、封装模组及其他 LED 光源产品

的研发、制造及销售，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业务范围涵盖 LED 整体产业链环

节中的外延芯片、封装模组、照明应用等所有产业链环节，具备上下游协同开

发，为客户提供 LED 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 

财务情况：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开发晶总资产 444,824.86 万元，净

资产 232,003.73 万元；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97,053.07 万元，净利润

-2,222.5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深科技东莞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发晶为

本公司持股 25.07%的参股公司，本公司董事、总裁郑国荣先生担任开发晶的

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开发晶在 LED 行业具有较强的实力，具有良好的履

约能力。 

（4）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开发晶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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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 框架协议的主要作用：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并履

行具体业务的基础，与每一个具体的业务构成完整的买卖合同。 

2、 定价政策：交易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国际市场价

格定价。 

3、 货款支付和结算方式：付款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

务惯例确定。 

4、 违约责任：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订单要求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任

何一方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将由过错方承担相应的损失并负赔偿责

任。 

5、 争议解决：如有纠纷，交易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时，可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 

6、 协议生效条件：本框架协议须经交易双方各自履行其内部相应的审批

程序并经各自相关方的批准。 

7、 协议有效期：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8、 其他：本框架协议的签署不影响交易对方或相关方依据其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规定和有关监管规则的规定，履行有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 交易目的、必要性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以上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均属于公司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预计此项关联交易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 

2、 以上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3、 以上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以上关联交

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核查了 2019 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并严

格审查了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听取了业务部门人员关于该

等事项的相关汇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管理层对 2019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解释符合市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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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情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

符合公司的经营和战略发展要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实际发生

额因市场需求以及公司业务调整等客观原因与原预计金额上限存有差异，但该

等差异是因应市场变化而导致，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公司在计划实施相关关联交易前市场部、采购部等均已对上述交易进行充

分的评估和测算，交易公允，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基于个人独立判断，

我们同意将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宜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 

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在与关联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且将与每一个具体业务构成完整合同，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市场

价格为依据，交易条件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我们认为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3、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三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