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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盛高华”或“保荐机构”）作为江

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或“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对中天科技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拟进行

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一）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

号 
关联方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2018 年预计金额 实际交易金额 2018 年预计金额 实际交易金额 

1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340.00 243.14 200.00      -   

2 
中天昱品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00 3,836.31 800.00 568.51 

3 
中天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 
32,000.00 29,431.78 600.00 407.57 

4 
上海昱品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7,200.00 5,857.62 270.00 234.88 

5 
江苏中天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 
25,000.00 18,391.17 7,500.00 5540.84 

6 
南通江东物流有限

公司 
32,000.00 23,574.88 200.00 - 

7 
南通中天江东置业

有限公司 
- - 200.00 7.9 

8 
南通中天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2,000.00      -   - - 

9 
中天新兴材料有限

公司 
15,000.00 5,709.54 3,000.00 1,0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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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天电气技术有限

公司 
8,500.00 8,062.08 2,000.00 1,948.71 

11  
如东中天黄海大酒

店有限公司 
1,500.00 821.70 3.00 2.82 

12  
南通中天黄海大酒

店有限公司 
1,400.00 1,262.85 200.00 76.19 

13  
中天科技研究院有

限公司 
1,500.00 754.23 500.00 99.89 

14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

亚东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22,000.00 16,628.11 200.00 114.18 

15  
江苏中天华宇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5,500.00 1,272.74 500.00 29.05 

16  
江苏中天科技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1,000.00 0.08 1,000.00 250.80 

17  
江东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 
12,000.00              -    8,000.00              -    

18  
上海源威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550.00 -    550.00 202.50 

19  
四川天府江东科技

有限公司 
98,300.00 87,487.28 57,896.00 41,317.12 

20 
锦州信诚阳光电站

有限公司 
-  -  2,200.00               -    

21 
郑州天河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 
12,550.00 9,711.27 15,550.00 7,743.22 

22 
ZTT TELEKOM JV 

LLC 
-  -  50.00               -    

23 
中天上材增材制造

有限公司 
-  -  50.00 18.52 

合计 288,340.00 213,044.78 101,469.00 59,604.66 

注：2018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东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自有资金 40,650.56 万元人民币协议收购中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2018 年 8 月 6 日，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据此，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天科技 2018 年度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

常发展经营的需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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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2019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

号 
关联方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2019 年预计 

交易金额 

1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厂房租赁 1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电缆等 50 

提供劳务 

2 中天昱品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逆变器、汇流箱等 10,0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干式变压器、软件设计、软电缆、充

电枪、镀锌 C 型钢等 
2,000 

提供劳务 

3 中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光通信产品生产设备、配件、模具等 30,0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木材、电缆、软件、电池等 600 

提供劳务 

4 
上海昱品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光纤光缆生产设备 4,5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光缆试验 PBT 材料、房屋租赁等 500 

提供劳务 

5 
江苏中天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通信工程、光伏安装工程、土方工程、

智能化工程等 
24,0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光伏支架、电缆、光缆、房屋租赁等 9,000 

提供劳务 

6 南通江东物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货物运输服务 30,0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电脑相关办公物资等 150 

提供劳务 

7 
南通中天江东置业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电缆等 1250 

提供劳务 

8 
南通中天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

工程等 
2,000 

接受劳务 

9 中天新兴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磷酸铁锂 20,0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软电缆、电脑、房屋租赁等 5,000 

提供劳务 

10 中天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开关柜产品 7,4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铜排、电缆、ERP 软件服务等 3,000 

提供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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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东中天黄海大酒店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餐饮、住宿等服务 2,0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光伏发电 3 

提供劳务 

12 
南通中天黄海大酒店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餐饮、住宿等服务 1,9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房屋租赁、网络设备等 300 

提供劳务 

13 
中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房屋租赁、文件打印等 2,0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供电服务等 300 

提供劳务 

14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亚东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进出口业务代理 16,0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电脑等办公用品 300 

提供劳务 

15 
江苏中天华宇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智能制造相关设备及技术服务 5,5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电脑、网络设备、ERP 软件服务等 800 

提供劳务 

16 
上海源威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电缆、海缆施工服务等 15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电缆、海缆、电缆附件等 400 

提供劳务 

17 
四川天府江东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光缆、导线、皮线缆等 98,0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光纤、钢带、铝带、填充料等 51,000 

提供劳务 

18 
郑州天河通信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光缆等 12,8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预制棒、光纤、光缆、钢铝带、护套

料等 
12,500 

提供劳务 

19 ZTTTELEKOMJVLLC 
销售商品 

宽带产品 10 
提供劳务 

20 
中天上材增材制造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3d 打印件 100 

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 电线、电缆、变压器 8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1）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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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9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5 月 19 日 

住所：如东县河口镇中天工业园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光纤、光缆、电线、电缆、导线及相关材料和附件、有源器件、

无源器件及其他光电子器件、通信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光纤复合架空地线、

海底光电缆、铝合金、镁合金及板、管、型材加工技术的研究与转让；风电场开

发建设及经营风力发电场、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应用；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销售；复合钢带、铝带、阻水带、填充剂等光缆用通信材料制造、销售；

投资管理；光缆、电线、电缆、电缆监测管理系统及网络工程、温度测量设备的

设计、安装、施工及相关技术服务；通信设备开发；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木盘加工、销售；废旧物资（废

铜、废铝、废钢、废铁、废边角塑料、废电缆）回收、销售。普通货运；货运代

理（代办）、货运配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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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天昱品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小飞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28 日 

住所：南通开发区中天路 5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气控制设备及配件、监控设备、成套电源的销售；太阳能、风

能、储能及节能技术的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光伏逆变器、汇流箱、储能

变流器、智能微电网配套设备、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电池测试电源、变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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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源、通信电源、应急电源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和设备配

套元器件、零部件的生产；光伏电站、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运营和维护；软件

销售、安装、调试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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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2 月 20 日 

住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 5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通信设备（光纤设备、成缆设备），电力设备（拉丝设备、护套

设备），新能源设备、全自动卷缆设备、自动装配线、涂布机、智能装备系统解

决方案，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新材料设备、增材设备、非标设备（零部件设计、

加工、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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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昱品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斌 

注册资本：4,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11 月 27 日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申南路 468 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从事通信技术领域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光纤、光缆生产线设备、相关配件的生产，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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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江苏中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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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缪卓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29 日 

住所：南通开发区中天路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通信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电力工程、机电工程、电

子与智能化工程、安防工程、地基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土石方工程、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有线电视广播工程的工程设计、施工与维护；计算机软件开发及

信息系统集成与服务；光伏支架、光伏设备、高低压成套电器设备的研发、销售、

安装；电子产品、防爆电气产品、电脑及外围设备、安防设备、多媒体设备、网

络设备、通信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安装；上述商品的代理和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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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南通江东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缪晓君 

注册资本：5,1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2 月 25 日 

住所：如东县河口镇中天工业园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普通货物仓储、装卸、包装；房屋出租；国际货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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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南通中天江东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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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如东县掘港镇江海西路 22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经营）；车库、车位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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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南通中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华平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6 年 1 月 17 日 

住所：如东县掘港镇日晖西路 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工程、机电工程、建筑工程、

园林古建筑工程、电力工程、河湖整治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环保工程、消防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特种工程、防雷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光伏太阳能

发电工程、软件信息系统集成工程、环境工程设计、施工及监理、运营服务；建

材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安装及维护服务；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农产品开发、种植、销售；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苗木、盆景培育、租赁、销售；

景观材料、园林设备生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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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中天新兴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4 日 

住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齐心路 1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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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等储能器件以及电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光伏组建背板用塑料薄膜等材料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经营本企业资产产品

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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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中天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伯平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3 月 31 日 

住所：如东县河口镇中天路 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高低压开关及成套设备、配电母线槽及桥架、数字化电器设备、

配网智能化设备及元器件、三箱产品、仪器仪表、配电自动化设备、配网开关控

制设备、风电电气及风电设备、节能环保电气及设备、变压器及变电站研发、制

造、销售、安装；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磁性材料、铁芯、变

压器及其配件、磁性元器件及相关零部件、电力电子器件销售、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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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如东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6 月 16 日 

住所：如东县掘港镇日晖西路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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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制售中西餐饮、旅店、浴室、茶座、酒吧、理发、非创伤性美容、

歌厅、舞厅、定型包装食品零售；旅游咨询服务、园林绿化、景观工程设计、施

工；苗木、盆景生产、销售；烟零售；会议服务；机电工程、弱电集成、音视频

工程、安防监控安装；洗衣服务；日用百货批发、零售；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咨询、

设计及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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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南通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晓军 

注册资本：1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 月 8 日 

住所：南通市开发区中天路 6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中西餐制售；旅店；茶座酒吧；旅游咨询服务；会议展览服务；

预包装食品零售；日用百货批发、零售；保洁；大理石晶面，打磨以及保养等。 

（13）中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12,3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8 月 7 日 

住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 5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光纤、光缆、电线、通信电缆、电力电缆、输电导线及相关原辅

材料和配套金具附件，通信及电力监测系统的有源器件、无源器件、通信设备、

网络信息设备、控制设备、仪器仪表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产品开发所涉

及的原材料、工艺技术、生产装备及零配件的研究开发；光缆、电缆及网络工程



11 
 

设计、安装、施工及光纤光缆、电线、电缆的技术咨询、产品检测、工程技术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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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中天科技集团上海亚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童姜兵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6 月 11 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55 号 6 层 A09 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仓储（除

危险品），商务咨询，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

备、电子设备及元器件、环保设备、通信设备、电子产品、汽车配件、建筑材料、

电线电缆、钢材、塑料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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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及制品、日用百货、化妆品、

玩具、工艺品、床上用品、纺织品及面料、服装鞋帽、体育用品、健身器材、珠

宝首饰、手表的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冻冷藏食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无船承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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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江苏中天华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忠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1 日 

住所：南通市开发区中天路 5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智慧工厂相关的计算机信息化系统、软件、自动化设备控制系统、

机器人、智能物流设备、智能分拣系统、自动化立体仓库、可穿戴设备、物联网、

制造业智能化规划等系统软件和硬件的开发、加工、制造、销售、规划、安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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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代物流技术的研究、开发、咨询、培训与服务；物流系统总体规划与项

目继承；信息技术与网络系统设计、开发、技术咨询、服务、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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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上海源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4 月 19 日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东河沿 68 号 8 号楼 321 室（上海城桥经济开发

区）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港口与海岸工程，电力工程，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通信

工程，管道工程，船舶租赁，水利水电工程，从事水利科技、通信科技、电力科

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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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四川天府江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海燕 

注册资本：37,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8 日 

住所：天府新区仁寿视高区域产业大道北 3 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光纤、光缆、电线、电缆、通信设备；销售电子设备、

办公设备、机电产品、建筑材料；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电信工程；进出口贸易。

（以上项目涉及国家前置许可和审批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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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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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郑州天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法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08 日 

住所：荥阳市京城路与 310 国道交叉口东南侧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光纤、光缆、光通信器件；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

经营）。 

（19）ZTT TELEKOM JV LLC（中文名称：中天电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 万美元 

批准成立日期：2015 年 1 月 6 日 

地址：乌兹别克斯坦 

经营范围：光缆交接箱，网络机柜，光纤配线架，光缆接头盒，分路器，尾

纤，跳线，适配器，连接器等光网络用无源通信设备。 

（20）中天上材增材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鹰 

注册资本：7,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1 月 2 日 

住所：南通市开发区齐心路 10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增材制造用金属材料、不锈钢、模具钢、镍基高温合金、钛基合

金、钴基合金及新型特种合金材料的生产、销售；增材制造设备、增材制造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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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制造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增材制造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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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 中天科技集团 控股股东 

2 中天昱品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3 中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4 上海昱品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5 江苏中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6 南通江东物流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7 南通中天江东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8 南通中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9 中天新兴材料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10 中天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11 如东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12 南通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13 中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14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亚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15 江苏中天华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16 上海源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17 四川天府江东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18 郑州天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19 ZTTTELEKOMJVLLC 合营企业 

20 中天上材增材制造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联营企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向关联方采购部分原材料、设备、产品，接受

货物运输、工程施工、国际业务代理、房屋租赁以及与设备相关的技术服务等。 

2、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有关采购、销售产品和接受、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等关联

交易的定价原则是：按市场价格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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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目的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部分原材料、设备、产品，接受物流运输、工程施工等服

务，有利于降低原材料成本，节约运输费用，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保证产品和服

务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同时，公司向关联方销售部分原

材料、产品，是出于关联方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向上海昱品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主要采购光

纤光缆相关生产设备，由于其具有较强的技术能力、成熟的生产工艺及良好的市

场信誉，所提供设备的质量、技术水平及售后服务更有保障，保证公司产品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公司向中天昱品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逆变器、汇流箱等新能源配套

设备，产品质量、技术服务更有保障，促进公司光伏电站、储能业务的发展。 

江苏中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具有优质的施工团队和丰富的现场施工经验，能

够保证工程质量、更有效地执行施工方案，为公司提供通信工程、光伏安装工程、

土方工程、智能化工程等施工及维护服务，促进公司通信、光伏电站等业务的发

展。公司接受南通中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建筑工程等相关服务，促进公司

新项目的建设， 

公司接受南通江东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货物运输服务，运输安全、及时、高

效，服务质量好，保证公司原材料及产品顺利运送，提高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效率。

公司委托中天科技集团上海亚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办理国际货物运输、进出口

业务相关的代理服务，促进公司产品出口。 

公司向中天新兴材料有限公司采购用于生产锂电池的原材料磷酸铁锂，向江

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购买锂电池外壳，技术和质量更有保证，利于保证锂电池产

品质量，且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 

公司向中天电气技术有限公司采购高低压开关柜成套设备、向四川天府江东

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光缆、导线，并向通信运营商、电力企业销售，利用关联方的

生产能力，发挥自身的市场和品牌优势，增强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向江苏中天华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采购智能仓储相关设备，并接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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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服务，产品及服务质量更有保障，利于提高公司生产及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如东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南通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因地理位置与

公司邻近，且服务质量较好，公司在其酒店接待客户、举办商务会议，较为便捷，

服务有保证，有利于公司建立良好的市场关系，保证公司日常会务、接待、培训

等活动的顺利开展。 

公司因业务发展及人员扩充，向中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租赁部分办公场所，

地理位置邻近，便于集中办公和日常经营管理。 

另外，公司向部分关联方销售光缆、电缆、光伏发电、进口生产设备、电脑

等产品，销售光纤、光伏支架、不锈钢、铜排、铝杆、木制品、宽带原材料、试

验 PBT 材料等原材料，提供 ERP 软件服务、文印等服务，并向部分关联方出租

房屋，是出于关联方的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2、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针对上述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方签订了有关产品购销、生产辅助材料购销、

房屋租赁、工程施工等合同，按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价格公允，并能按时结算，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市场价格

定价原则执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关联交易金额控

制在合理范围内，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9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关联董事薛济萍先生、薛

驰先生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天科技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

常发展需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中天科技上述 2019 年度拟进行的日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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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