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本保荐机构”）作为彩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讯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保荐工作指引》（2014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2015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彩讯股份本次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

审慎核查，并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日常经营业务需

要，预计在 2020 年度将与关联方北京博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博奇”）、杭州友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友声”）发生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 1,200 万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0 年度，公司预计将与前述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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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上年发生金

额（万元） 

向关联方出售

商品/提供劳务 
北京博奇 

软件产品开发与销售

/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200 0.17 8.45 

向关联方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 
杭州友声 外包开发费 市场定价 1,000 58.80 321.92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与前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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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方出售

商品/提供劳务 
北京博奇 

软件产品开发与

销售/技术服务 
8.45  0.06   

向关联方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 
杭州友声 外包开发费 321.92  1.79   

注：公司 2019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较少，未达到董事会审批标准。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一）北京博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博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里全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101 号创新大厦 3 层 3033 号 

主营业务：烟气脱硫脱硝、固体废弃物处理以及水污染治理。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总资产 373,585.00 358,155.00 

净资产 172,789.00 175,885.00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171,616.00 29,892.00 

净利润 21,640.00 5,584.00 

（以上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曾之俊为北京博奇副董事长，且其控制的 China Boqi Environmental 

（Holding） Co., Ltd.间接持有北京博奇 100%的股份，前述情形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北京博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博奇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并支付合同价款，

具备诚信履约能力。 

（二）杭州友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友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大强 

注册资本：3059.70 万元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98 号数娱大厦 1201 室 



主营业务：移动增值业务端到端自动化测试软件开发及测试服务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4,006.93 4,476.40 

净资产 2,557.80 2,701.67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5,238.18 1,295.56 

净利润 -796.62 196.44 

（以上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友声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杭州友声 28.11%的股权，且公司副

总经理汪志新先生为杭州友声董事。前述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杭州友声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杭州友声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具备诚信履约

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与北京博奇的关联交易 

2019 年 12 月，公司与北京博奇签订《北京博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项目

智慧巡检项目开发合同》 

1、合同标的：公司为北京博奇提供智慧巡检项目实施服务。 

2、合同金额：116 万元。 

3、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

定交易价格。 

4、合同期限：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至本合同约定的双方义务

履行完毕之日。 

截至目前，该合同仍在实施之中。 

公司拟向北京博奇提供博奇运维 DCS 数据远程可视化系统三期工程及邮箱

系统技术服务，项目目前尚未签署协议。交易双方在交易发生时，公司将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允的市场价格与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 

（二）与杭州友声的关联交易 

2019 年 5 月，公司与杭州友声签订《湖北移动 2019 年 BOSS 系统测试服务

项目外包合同》。 

1、合同标的：杭州友声接受公司委托，向公司提供“湖北移动 2019 年 BOSS

系统测试服务项目”的技术服务。 

2、合同金额：390 万元。 

3、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

定交易价格。 

4、合同期限：2019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止。 

截至目前，该合同仍在实施之中。该合同预计续签，目前暂未签署协议，交

易双方在交易发生时，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允的市场价格与关联

方签署具体协议。 

公司拟向杭州友声采购劳务外包服务，目前尚未签署协议。交易双方在交易

发生时，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允的市场价格与关联方签署具体协

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前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

交易均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收付款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会持续，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交易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 

 

五、董事会意见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曾之俊先生回避表决，杨

良志先生作为曾之俊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阅，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

要，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

要，交易定价公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未导致公司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未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股东利益。上述预计关联

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中信证券同意公司上述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梁  勇                            庞雪梅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