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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6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临 2020-037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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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回避事宜：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东风、张革回避表决，也未代其他

董事行使表决权。其余四位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均参与表决。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影响：此次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产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此次交易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 关于调整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12 月 11 日，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 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东风、张革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根据《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

需求，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无不良和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



2 

 

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陈东风、张革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日常关联交易调整情况 

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2020年，由于实际情况与年初预计时发生了改变，公司和关联单位 2020年

的关联交易情况与原预计发生了变化，需要对原预计情况进行调整，拟调整的日

常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原预计 2020 年

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万元） 

本次调整日

常关联交易

金额（万元） 

调整后 2020

年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万元） 

关联交易

定价方式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提供

劳务 

内蒙古证联信息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100   600   700  协议定价 

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1,000   -1,000  0    协议定价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39,800   -22,800   17,000  协议定价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0 200 200 协议定价 

采购商品和原材

料 

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100   1,000   1,100  协议定价 

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

业有限公司 
 2,500   -1,506   994  协议定价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48,494   -6,494   42,000  协议定价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500   1,000   2,500  协议定价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

司 
 500   -400   100  协议定价 

浪潮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27,000   -10,000   17,000  协议定价 

支付给关联方的

租赁、水电费 

上海浪潮云计算服务有限

公司 
 950   -950  0    协议定价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浪潮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 1989 年

2 月 3 日，注册资本为 82,121.86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孙丕恕。公司经营范

围主要为：商用密码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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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及软件、电子及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生产、销售；许可证范围

内的进出口业务；电器机械、五金交电销售；计算机应用、出租及计算机人员培

训服务；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集成电路、半导体发光材

料、管芯器件及照明应用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安装施工；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设备租赁。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浪潮路 1036 号。2019 年度主要

财务数据：总资产 726,785.79 万元，净资产 184,465.8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59,155.23 万元，净利润 48,708.41 万元。 

（2）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 2020

年 2 月 29 日，注册资本为 38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柏华。公司经营

范围主要为：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信设备制造；

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制造；网络设备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气机械

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制冷、空

调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家用电器制造；电视机制

造；家用电器销售；影视录放设备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

设备）；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

动）；汽车零配件批发；建筑材料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机械设

备租赁；广告设计、代理；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住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济南片区浪潮路 1036 号。 

（3）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

期 1998 年 10 月 28 日，注册资本为 144,111.91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磊。

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为：计算机及软件、电子产品及其他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发

射设备）、商业机具、电子工业用控制设备、空调数控装置、电子计时器、电控

玩具、教学用具的开发、生产、销售；技术信息服务、计算机租赁业务；电器设

备的安装与维修及技术服务；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住所：

济南市浪潮路 1036 号。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2,435,054.40 万元，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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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883,494.6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814,470.23 万元，净利润 48,127.51 万元。 

（4）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15 年 3 月 9 日，注册资本为 36,214.83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肖雪。公司经

营范围主要为：云计算、工业互联网、信息、网络科技专业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工程；计算机软硬件的

开发、技术服务、销售；互联网零售；增值电信业务。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

区浪潮路 1036 号。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165,200.75 万

元，净资产 71,112.7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8,594.56 万元，净利润 2,466.90 万元。 

（5）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 1994 年

5 月 25 日，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兴山。公司经营范围

主要为：计算机软件和系统产品的开发；承接软件工程，控制系统工程，组织培

训及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文化办公机械、控制设备、机房

设备、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信息服务。住所：山东省济南市浪潮路 1036 号。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91,568.85 万元，净资产 83,446.34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 118,749.30 万元，净利润 7,596.82 万元。 

（6）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日期 2002 年 2 月 6 日，注册资本为 5,25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彭震。公

司经营范围主要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

训；生产计算机软、硬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日用品、医疗器材（不含二、

三类）、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工艺品、

电子元器件、机械电器设备、汽车配件、建筑材料。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

息路 2 号 2-1 号 C 栋 1 层。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22,071.03 万元，

净资产 22,743.5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563,478.14 万元，净利润 1,161.16 万元。 

（7）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 2016

年 1 月 4 日，注册资本为 14,297.67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李凯声。公司经营

范围主要为：数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信息系

统软件及设备的研发、销售和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

住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浪潮路 1036 号。2019 年度主要财

务数据：总资产 80,660.07 万元，净资产 66,633.8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45,021.14

万元，净利润 5,387.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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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浪潮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 2016

年 1 月 14 日，注册资本为 23,119.52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孙成通。公司经营

范围主要为：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金

融软件及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研发、生产、销售、租赁、维修计算机设备、电

子元器件、自动柜员机及其零配件、自助终端设备及其零配件；安防设施的设计、

安装和维护；从事服务器、存储产品的批发、销售、维护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住所：苏州市吴中开发区吴淞江工业园吴淞路 818 号。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16,751.97 万元，净资产 39,063.87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 117,246.03 万元，净利润 324.10 万元。 

（9）上海浪潮云计算服务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

2015 年 6 月 29 日，注册资本为 10,6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方。公司经营

范围主要为：在云计算、信息、网络科技专业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工程（工程类项目凭许可资质经营），

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电信业务，通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

业施工，建筑幕墙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防水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智能化

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地基与基础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

施工。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 238 号 411 室。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总资产 219,818.54 万元，净资产 26,990.9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95,197.87

万元，净利润 8,314.38 万元。 

（10）内蒙古证联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日期 1998 年 10 月 30 日，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胡顺杰。

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为：信息产业；网络信息服务；信息科技产品的经营；技术咨

询、服务；计算机及相关电子产品租赁；现代办公用品销售；电信增值业务。住

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大学科技园。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

资产 3,135.63 万元，净资产 1,470.1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941.77 万元，净利润

-3.20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1 内蒙古证联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与本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 

2 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与本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 

3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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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 

5 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 

6 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 

7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 

8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 

9 浪潮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 

10 上海浪潮云计算服务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

要，双方在购销行为中主要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付款，不存在上述关联方长期占

用公司资金并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调整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本年初预计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时，对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做了充分考虑。2020 年，由于实际情况与年初预计时发生了改变，公司和上述

关联单位 2020 年的关联交易情况与原预计发生了变化，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对原预计情况进行调整。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为规范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公司与浪潮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

该等协议规定公司与浪潮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须遵循公允

的条件，杜绝了关联交易可能发生的价格不公正或条件不公平的情形。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各项交易

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价格和条件进行，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关联交

易的公允性原则。交易双方依据关联交易中所签订的合同作为定价依据，交易公

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于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的说明：本公司作为一家以从事软件和系统

集成业务为主的上市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公司

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利用各自在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合

作发展，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合作是确切必要性的，且在公司业务发展稳健的情

况下，将会持续开展与其公平、互惠的合作。 

2、公司选择与上述关联方进行交易，除如上所述主要原因外，还有一部分

是基于客户特殊需求和统一招投标制度而发生的。公司的软件业务及产品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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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硬件等业务产品配套实施，在同等价格性能条件下，有着更好的兼容性。公

司与关联方长期、良好的合作能够降低营运成本，促进主业发展，提高自身效益

和实现资产增值。 

3、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更不会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调整上述

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所需，遵循了“三公”原则，未导致资金占用和公司利益损

失。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