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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9 年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之间的交易，预计交易总金额 100,544.6 万元（不含税），

上年同类交易总金额 59,124.43 万元（不含税）。 

2019年 4月 25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

计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来自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三名关联董事余

少华先生、夏存海先生、吴海波先生回避表决，其他八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上

述议案。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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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不含税）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19年度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

已发生金额 

2018 年度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额 

向关联方 

采购原材料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15,400,000.00 2,598,830.09 10,728,087.52  

深圳市亚光通信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50,000,000.00 7,501,120.94 37,229,815.48 

美国美光通信有限公司

（U.S.MeiguangTelecommunicationInc.）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6,200,000.00 771,019.72 4,771,719.88 

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42,000,000.00 4,709,423.25 32,148,071.39 

南京华信藤仓光通信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2,000,000.00 73,913.79 742,447.02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2,000,000.00  1,035,335.58 

烽火超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116,000.00   

小计 —— —— 117,716,000.00 15,654,307.79 86,655,476.87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600,000,000.00 82,735,049.30 372,588,576.49 

深圳市亚光通信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20,000,000.00 2,762,736.61 11,348,398.46 

烽火海洋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8,000,000.00  14,800,000.00 

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5,000,000.00 283,274.13  654,425.13 

武汉虹旭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4,000,000.00 357,758.62 4,294.86 

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1,000,000.00  779,497.59 

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5,000,000.00 63,411.00 8,630.00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500,000.00  53,796.79 

武汉虹信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2,000,000.00 122,141.04 16,837.56 

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3,500,000.00  - 

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1,800,000.00  565,5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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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烽火国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5,000,000.00  - 

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600,000.00  1,547.01 

烽火超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600,000.00 99,435.00 516,599.80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15,000,000.00 864,741.76 9,226,820.98 

武汉烽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1,000,000.00 1,978.45 35,555.56 

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13,000,000.00 - - 

武汉长江通信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600,000.00 169,310.34  

武汉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1,600,000.00 - - 

武汉烽火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500,000.00 15,000.00 -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20,000,000.00 13,250.00 5,602,947.43 

小计 —— —— 708,700,000 87,488,086.25 416,203,492.21 

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劳务 

武汉同博科技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 协商定价 20,000,000.00 4,180,840.07 17,516,575.98 

武汉同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绿化、保洁、

物业管理 

协商定价 
3,000,000.00 381.07 1,355,763.02 

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接受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30,000,000.00 - -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接受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1,000,000.00 - - 

小计 —— —— 54,000,000 4,181,221.14 18,872,339.00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设备租赁 协商定价 5,000,000.00 1,250,000.00 8,197,566.22 

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21,000,000.00  13,065,754.00 

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代扣代缴社保 协商定价 2,030,000.00 156,218.99 304,636.88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31,000,000.00 45,000.00 20,945,000.00 

山东国迅量子芯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6,000,000.00 - -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60,000,000.00 - 27,000,000.00 

小计 —— —— 125,030,000 1,451,218.99 69,512,9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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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不含税）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8年度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额 

2018 年度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 

占同类交

易额的比

重（%）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方 

采购原材料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10,728,087.52 12,000,000.00 0.24% -10.60% 

2018年 4月 26日巨潮

资讯网《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2018 年

10 月 20 日巨潮资讯

网《关于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2018 年

11 月 30 日巨潮资讯

网《关于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 

深圳市亚光通信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37,229,815.48 57,000,000.00 0.85% -34.68% 

美国美光通信有限公司（U.S.Meiguang 

Telecommunication Inc.）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4,771,719.88 6,000,000.00 0.11% -20.47% 

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32,148,071.39 41,000,000.00 0.73% -21.59%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1,035,335.58 12,000,000.00 0.02% -91.37% 

南京华信藤仓光通信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742,447.02 1,500,000.00 0.02% -50.50% 

小计 —— —— 86,655,476.87 129,500,000.00 1.97% -33.08% 

向关联方采购

燃料和动力 

武汉同博科技有限公司 
水、电费，暖

气费 
 2,416,087.28 6,655,000.00 10.40% -63.70% 

小计 —— —— 2,416,087.28 6,655,000.00 10.40% -63.70%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372,588,576.48 765,555,000.00 7.56% -51.33% 

深圳市亚光通信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11,348,398.46 17,094,000.00 0.23% -33.61% 

烽火海洋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14,800,000.00 15,000,000.00 0.30% -1.33% 

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654,425.13 3,500,000.00 0.01% -81.30% 

武汉虹旭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4,294.86 2,564,000.00 0.00% -99.83% 

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779,497.59 1,000,000.00 0.02% -22.05% 

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8,630.00 1,282,000.00 0.00% -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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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53,796.79 597,000.00 0.00% -90.99% 

武汉虹信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16,837.56 1,282,000.00 0.00% -98.69% 

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565,564.55 7,007,000.00 0.01% -91.93% 

山东国迅量子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596,838.41 9,000,000.00 0.01% -93.37% 

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1,547.01 427,000.00 0.00% -99.64% 

烽火超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516,599.80 8,547,000.00 0.01% -93.96%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5,602,947.43 20,000,000.00 0.11% -71.99%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9,226,820.98 15,000,000.00 0.19% -38.49% 

武汉烽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35,555.56 2,000,000.00 0.00% -98.22% 

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2,564,000.00 0.00% -100.00% 

武汉烽火国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5,000,000.00 0.00% -100.00% 

小计 —— —— 416,800,330.61 877,419,000.00 8.46% -52.50% 

接受关联方提

供的劳务 

武汉烽火创新谷管理有限公司 房产租赁 协商定价 900,599.51 2,600,000.00 82.02% -65.36% 

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房产租赁 协商定价 197,452.83 600,000.00 17.98% -67.09% 

武汉同博科技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 协商定价 17,516,575.98 20,000,000.00 100.00% -12.42% 

武汉同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绿化、保洁、

物业管理 
协商定价 1,355,763.02 3,300,000.00 73.97% -58.92% 

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接受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26,000,000.00   -100.00%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接受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3,000,000.00   -100.00% 

小计 —— —— 19,970,391.34 55,500,000.00 97.67% -64.02% 

向关联方提供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设备租赁 协商定价 8,197,566.22 9,600,000.00 82.96% -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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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 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13,065,754.00 33,500,000.00 21.42% -61.00% 

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代扣代缴社保 市场价格 304,636.88 600,000.00 100.00% -49.23%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20,945,000.00 40,000,000.00 34.33% -47.64%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27,000,000.00 30,000,000.00 44.25% -10.00% 

山东国迅量子芯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7,400,000.00   -100.00% 

小计 —— —— 69,512,957.10 121,100,000.00 94.10% -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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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前，各子公司及业务部门基于 2018年度市场情况和产销计划等对关

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算，但因市场与客户要求变化等影响，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

在差异，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部分关联交易金额低于预计金

额 20%以上，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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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2018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

司正常经营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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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公开，交易价

格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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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鲁国庆。注册资本：210,000

万元。住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号。主营业务：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技

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开发产品的销售；通信工程设计、施工；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承包境外通信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

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武汉邮

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资产 3,394,084,114.36元，净资产 1,924,009,948.17元，

2017年度营业收入 137,152,404.8 元，净利润-283,439,383.2 元（以上数据系合并

数据）。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

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不含税）。 

2、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鲁国庆。注册资本：116,870.064

万元。住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号。主营业务：光纤通信和相关通信技术、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开发；相关高新技术产品设计、制造和销售，含光纤预制棒、光

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光纤复合相线（OPPC）及金具和附件、电力导线、电线、

电缆及相关材料和附件、通讯线缆及附件、海底光缆、海底电缆及海底通信设备的

设计、制造与销售；数据中心机房基础设施及配套产品（含供配电、空调制冷设备、

智能管理设备等）的规划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工程安装、维修和

咨询；通用服务器、存储产品、云计算、大数据、虚拟化软件、应用软件、交换机、

工作站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系统集成、代理销售；

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及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数据中心业

务；相关工程设计、施工；技术服务；自营进出口业务（进出口经营范围及商品目

录按外经贸主管部门审定为限）。（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29,125,322,298.15 元，净资产 10,324,597,990.49 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21,056,224,656.67元，净利润 903,457,151.83元。（以上数据系合并数据）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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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

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0,154 万元（不含税）。 

3、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何书平。注册资本：51,043

万元。住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号。主营业务：通信、电子信息、电子技术、

自动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开发产品的销售；通信信息网络系统

集成（业务网、支撑网）；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设计施工；通信工程、设备

安装工程施工；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从其规定）；防雷设计与施工；交通设施工程的设计、安装、维护及交通设施

产品的销售；通信类杆或塔的生产制造及安装；移动电话机及相关产品设计、生产

及销售（国家规定凭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方可经营）。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4,732,741,650.67 元，净资产

1,005,227,552.87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 3,271,654,014.03元，净利润 449,727.25

元。（以上数据系合并数据）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

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不含税）。 

4、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彦亮。注册资本：1,650 万美

元。住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科技园 1、2号楼。主营业务：光纤预制棒和光纤

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以及其他与光纤相关的各种技术服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674,266,933.56 元，净资产

395,449,591.47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 850,078,094.53元，净利润 44,457,694.99

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

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4,300万元（不含税）。 

5、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鲁国庆。注册资本：5,566.854

万元。住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园。主营业务：光纤传感、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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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光机电器件、计算机软、硬件等技术及产品的开发、技术服务及咨询、开发

产品制造、销售；承接自动化系统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安装、维护；自动化办公

设备、机电设备、仪表及电子产品生产、销售；钢材、钢铁炉料、建筑材料、五金

交电、计算机销售；机械设备安装及维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

营进料加工”三来一补“业务；消防器材开发研制、生产、销售；消防工程设计、

制造、安装；消防设备的销售；消防器材的维护及修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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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武汉理工光

科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583,709,458.36 元，净资产 487,864,312.82 元，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24,291,012.37元，净利润 35,555,484.95元。（以上数据系合并数据）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

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不含税）。 

6、武汉虹旭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昆初。注册资本：3,276

万元。住所：武汉市邮科院路 88 号。主营业务：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通

信设备的研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安装、维修服务；计

算机及配件、通信设备（专营除外）的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项目经国家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

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

内经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武汉虹旭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346,060,752.56 元，净资产 217,786,305.4 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95,745,782.09

元，净利润 29,190,419.81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

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400 万元（不含税）。 

7、武汉同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峰。注册资本：2,644.854 万元。

住所：武汉市邮科院路 88号。主营业务：通信、电子产品的研制、开发、制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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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通信工程设计、施工、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及质量检测认证；物业

管理；餐馆管理（不含餐饮经营）；钢铝带分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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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与期限内经营）。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武汉同博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118,658,376.9 元，净资产 60,650,812.2 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175,384,234.02 元，净利润 4,371,964.19 元。（以上数据系合并数

据）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

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000万元（不含税）。 

8、武汉同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明华。注册资本：500 万元。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主营业务：物业管理；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

安装；餐饮管理（不含餐饮经营）；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

内经营）的批发零售。（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同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16,755,776.34

元，净资产 12,516,686.64 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40,749,296.68 元，净利润

3,005,329.91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

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不含税）。 

9、深圳市亚光通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明华。注册资本：500 万元。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工业区光纤小区三栋七楼。主营业务：从事通信产品的研

发、生产（生产项目涉及需环保部门审批的，必须经环保部门审批后方可经营）、

销售，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承接光纤通

信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业务。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深圳市亚光通信有限公司

总资产 28,578,565.74 元、净资产 15,476,056.07 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55,119,834.31元，净利润 1,689,030.23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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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7,000万元（不含税）。 

10、美国美光通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万美元。住所：旧金山市蒙哥马利大

街 300 号 535 单元（300 Montgomery Street, Suite 535 San Francisco）。主营

业务：从事通信产品研发、市场（生产项目涉及需环保部门审批的，必须经环保部

门审批后方可经营）、销售，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际专营专

控商品）；承接光纤通信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业务。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美

国美光通信公司总资产 10,771,756.78元，净资产 4,067,761.41 元，2017年度营业

收入 4,784,684.77元，净利润 569,088.17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

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20 万元（不含税）。 

11、南京华信藤仓光通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亚晋。注册资本：2,950

万美元。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 76号。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光纤、光

缆及光通信传输设备器材与光通信元件之行销、流通及材料供应，设计与承包电信

线路及资讯系统网络工程（需经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并提供相关的产品

及服务；销售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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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南京华信藤仓光通信有限公司总资产

1,102,642,688.38 元 、 净 资 产 355,420,623.65 元 、 2017 年 度 营 业 收 入

1,361,007,321.26 元，净利润 51,555,589.84 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00 万元（不含税）。 

12、烽火海洋网络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彦亮；注册资本：42,095.0025

万元；住所：珠海市南水镇南港西路 596 号 10 栋一楼 101-64 房；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烽火海洋网络设备有限公司总资产 481,043,504.96 元，净资产

401,366,681.32 元，2017年度净利润-16,428,514.5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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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800 万元（不含税）。 

13、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蓝海。注册资本：52,262.42

万元。住所：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主营业务：信息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研制、

技术服务；信息系统的工程设计、施工、系统集成；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生产、批发兼零售；网络及数据通信产品的生产、批发兼零售；安全技术防范工程

设计、施工、维修；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消防工程；装修装饰工程；机电工程。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 5,706,475,372.51 元，净资产

1,883,701,420.71 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4,112,483,087.13 元，净利润

446,928,792.22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80 万元（不含税）。 

14、武汉虹信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昆初。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工业园烽火路光通信系统设备及器件生产

车间 1 号 4 楼。主营业务：通信、软件、电子信息、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安防

监控技术、智能网络控制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与咨询；开发产品及

软件的销售；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业务网、支撑网）及优化服务；通信工程、

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维护；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防雷设计与施工；广播、卫星电

视系统（工程）设计施工；楼宇智能化工程，公共安全防范系统工程设计施工；楼

宇智能化、计算机专业四技服务；通信线路维护及铁塔维护、机房装修、机房空调

维护；通信设备及其配套设备租赁；通信网络设备的租赁（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

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武汉虹信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2,482,955,073.68 元、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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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962,915.96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 2,136,781,817.67元，净利润 82,064,421.66

元。（以上数据系合并数据）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00 万元（不含税）。 

15、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戈俊。注册资本：3,325.38

万元。住所：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88号。主营业务：计算机软硬件、通信电子产

品及相关产品研究、开发、销售；计算机及通信产品的系统集成、施工及技术服务；

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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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 1,948,954,678.13

元、净资产 883,012,522.18 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1,300,719,541.85 元，净利润

239,660,549.09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350 万元（不含税）。 

16、武汉烽火国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何书平。注册资本：4,000

万元。住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号。主营业务：光光纤通信、数据通信、无

线通信和相关通信技术、信息技术科技开发及产品制造和销售；相关工程设计、施

工；技术服务；对项目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服务（国家禁止

经营的产品除外）。预包装食品批发（凭许可证在核定的范围及期限内经营）。截

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武汉烽火国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1,750,035,303元，

净资产 116,005,360.25 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803,090,283.23 元，净利润

29,502,414.25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不含税）。 

17、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夏存海。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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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30 万元。住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号。主营业务：电子产品、网络通信

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及销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服务、销售；电子工程及智

能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系统集成及维护；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维修；

通信工程、设备安装工程施工；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安装工程实施；防雷工程专业设

计、施工；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施工；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总资产 2,721,020,542.66 元，净资产 546,392,078.64 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131,961,556.17元，净利润 156,421,489.32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0 万元（不含税）。 

18、烽火超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戈俊。注册资本：3,333万美元。

住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工业园烽火路光通信产业大楼 1 楼。主营业务：通用

服务器、高性能计算机、存储产品、云计算、交换机、工作站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开

发和产品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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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 12

月 31 日，烽火超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307,568,677.52 元，净资产

187,476,027.55 元， 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29,411,809.52 元，净利润

-40,271,195.45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71.6 万元（不含税）。 

19、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广文。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街邮科院路 88号 1幢 1-3层。主

营业务：信息科技领域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制造及批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

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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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营活动）。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

资产 267,149,811.40元，净资产 147,149,811.40元，2017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0元，

净利润-4,950,188.60元。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7,103 万元（不含税）。 

20、山东国迅量子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勇。注册资本：2,000万元。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风路 777号 A座 2F-201室。主营业务：量子信息光电

子器件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光电子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开

发、生产、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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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山东国迅量

子芯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19,999,780.00 元，净资产 19,999,780.00 元，2017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0元，净利润-220.00 元。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00 万元（不含税）。 

21、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昆初。注册资本：97,418.7133

万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29号 92号楼。主营业务：研发通信系统及终端、

仪器仪表、应用软件、文化办公设备、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系统集成、

微电子器件；通信系统及终端、仪器仪表的生产平台；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

程勘察设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推广；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安全技术防范产品、五金、交电；

维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维修；办公设备维修；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

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设计；公共关系服务；企业

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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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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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总资产 3,942,628,585.49 元，净资产 972,019,938.26

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 2,475,075,531.1 元，净利润 22,711,851.61 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800 万元（不含税）。 

    22、武汉烽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江山。注册资本：1,500万元。

住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园。主营业务：从事光电技术、物联网

技术、传感技术、交通技术、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电子信息技术、信息系统集成

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合作、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软硬件产品的研发、设计、生

产、批发兼零售；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消防工程、安防工程、交通控制设施安装；

消防设备、安防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批发兼零售与技术服务；自有成果的转让；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武汉烽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 16,678,169.98 元，净资产

14,400,616.07 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 594,824.06元，净利润-599,383.93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不含税）。 

    23、武汉长江通信智联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向峰。注册资本：7,000

万元。住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工业园文华路 2 号 3 幢 4 层研发大楼。主营业

务：通信、电子、计算机、网络、安防、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物联网软硬件产品的

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行业信息化应用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咨询、

设计、集成、施工及技术服务；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及运营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通信、电

子相关产品的代理及销售；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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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武汉长江

通信智联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 114,531,833.72 元，净资产 14,160,693.48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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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营业收入 78,644,793.17元，净利润-12,226,238.52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0 万元（不含税）。 

    24、武汉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建明。注册资本：27,500

万元。住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工业园烽火路光通信产业大楼二楼。主营业务：

集成电路及其系统、软件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与销售；集成电路相关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

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武汉飞思灵微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 533,647,983.68 元，净资产 504,792,334.23 元，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41,298,985.94元，净利润-18,804,736.36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60 万元（不含税）。 

    25、武汉烽火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军。注册资本：17,091.5 万

元。住所：武汉东湖开发区关山二路附 4 号。主营业务：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设

计、开发、销售、安装、维修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并提供相关服务及技术培训；

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信息技术及产品的开发、制造与服务；通信

网络、通信工程、信息系统、防雷工程、安防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监

理、集成、维护及咨询（含无线电基站及配套电源馈线铁塔设施、核心网、线路、

固网等业务领域）服务；通信工程相关房屋建设、装修及服务；劳务分包；节能产

品研发、制造、集成、销售、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建筑智能化施工；自营及

代理各类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计算机软件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信息系统的工程设计、施

工、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生产、批发兼零售；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

维修；消防工程；装饰装修工程；机电工程。（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武汉烽火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总资产 1,250,886,308.82 元，净资产 467,264,480.03 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证券代码：002281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4 

 18 

1,003,734,239.77 元，净利润 189,087,948.31 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不含税）。 

26、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才洪恩。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西路 6 号。主营业务：通信设备、电子产品、计算

机网络与通信系统、信息安全技术产品、软件产品的研制、开发、制造、销售；通

信工程、网络工程的设计、集成、安装、调测与服务；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

公共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安装、维护；通信仪器仪表及元器件的销售、代销、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租赁业务；物业管理服务；代销水、电、暖气；停

车收费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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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17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451,498,424.73元、净资产 508,461,785.38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684,278,281.2 元，净利润 44,248,172.2元。（以上数据系合并

数据）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000万元（不含税）。 

27、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童国华。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 6 号烽火科技园。主营业务：通信

设备、电子信息、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子软件、电子商务、信息安全、广播

电视设备、光纤及光电缆、光电子、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仪器仪表、其他电子

设备、自动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销售、技术服务、系统集成（国家有专项

专营规定的除外）；通信、网络、广播电视的工程（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设计、

施工；投资管理与咨询；房产租赁、物业管理与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通信

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截至 2018 年 10月 31 日，总资产 8,574,230 万元、净资产 3,94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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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8 年 1-10月营业收入 2,475,075,531.10 元，净利润 22,711,851.61 元。

（以上数据系合并数据，且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000 万元（不含税）。 

28、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鲁国庆。注册资本：64,731.58万元。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主营业务：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电

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环境监测专用仪器设备、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金属结

构、安防设备、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属用标牌、海洋工程专用设备、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电池、照明器具、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装置、电工仪器的制造；电气设备修

理；架线和管道工程；建筑工程；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的

批发；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服务；安全系统监控集成

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设计及规划管理；数据处理与存储

服务；技术和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平台的开发与

运营管理；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劳务派遣；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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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烽

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3,091,004,599.92 元，净资产 2,804,580,516.76 元，

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6,923,451.3 元，净利润-18,756,227.75 元。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19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3,100 万元（不含税）。 

上述关联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法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价格，有国家定价的，严

格执行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依照国际和国内市场公允价格进行。付款安排

和结算方式与其他非关联方相比无差异。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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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

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合理配置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手段，对公司有着重大

而积极的影响。这些关联交易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在一系列协议、合

同的框架内进行的，交易是公允的，公司的合法权益和股东利益得到了充分保证。

上述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2019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

必需事项，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董事会关于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