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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2      证券简称：国睿科技      公告编号：2020-045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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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

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020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

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本情况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

所（简称十四所）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中国电科）及其下属其他企业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包括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出租资产及存贷款业务。 

公司于 2020年 4月 7日、4月 28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和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对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由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事项（简称重大资产重组）于 2020 年 5 月实施完成，南京国睿防务系统有限

公司和南京国睿信维软件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9月 15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进行了调整。 

根据目前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 2020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进行调整。 

二、本次调整后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经统计，本次调整后公司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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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原预

计金额 
变动金额 

调整后

2020年预

计金额 

本次预计变动的 

主要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接受

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十四所及其

控股子公司 
56,294.50 6,307.08  62,601.58  

重组完成后，公司子公

司国睿防务在资质办理

过渡期间与十四所通过

合作开展业务的方式进

行生产经营；根据订单

执行等业务开展的实际

需要，利用十四所采购

资质和渠道进行集采的

关联采购规模增加。 

中国电科下

属其他企业 
36,145.68 30,283.20  66,428.88  

主要是国睿防务根据订

单执行等业务开展的实

际需要，与中国电科下

属企业之间开展的关联

配套采购规模增加。 

向关联人

租入资产 

十四所及其

控股子公司 
564.35 0.00  564.35   

小计 93,004.53 36,590.28  129,594.81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提供劳务 

十四所及其

控股子公司 
253,890.42 -26,567.77  227,322.65   

国睿集团的控股股东由

十四所变更为中国电

科，公司与国睿集团及

其控股子公司的关联销

售调整至中国电科下属

其他企业。 

中国电科下

属其他企业 
4,887.50 26,567.77  31,455.27  

向关联人

出租资产 

十四所及其

控股子公司 
899.63 -844.63  55.00  

国睿集团的控股股东由

十四所变更为中国电

科，公司与国睿集团及

其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

易调整至中国电科下属

其他企业。 

中国电科下

属其他企业 
10.41 844.63  855.04  

小计 259,687.96 0  259,687.96   

在关联人

的财务公

司存款 

中国电子科

技财务有限

公司 

不高于上一年

度所有者权益

（重组后）的

50% 

（167564.08

万元） 

0.00  

不高于上一

年度所有者

权益（重组

后）的 50%

（167564.0

8万元） 

 

在关联人

的财务公

司贷款 

中国电子科

技财务有限

公司 

8,000.00 0.00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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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关联方名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开办资金：12585 万元，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国睿路 8号。经营范

围：开展电子技术，促进电子科技发展；卫星通讯地球站研究；航空和船舶交通

管制系统研究；射频仿真系统研究；地铁与轻轨交通通讯系统研究；计算机应用

技术研究与设备研制；天线、天线罩、透波墙、大功率无线电波研究；微电子、

微波、铁氧体表面特种元器件研制；相关学历教育；相关电子产品研制；《现代

雷达》和《电子机械工程》出版。 

关联关系：十四所持有公司 56.61%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2、关联方名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文简称中国电科，英文简称 CETC）是在原

信息产业部直属的 46 家电子科研院所及 26家全资或控股公司基础上组建而成，

于 2002 年 3月 1日正式挂牌运营，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200亿元。中国电科现有下属各级企事业单位 523家，其中二级成

员单位 52 家，上市公司 10 家，分布在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主要从事国

家重要军民用大型电子信息系统的工程建设，重大电子装备、软件、基础元器件

和功能材料的研制、生产及保障服务。是中央直接管理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

济命脉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国内唯一覆盖电子信息技术全领域的大型科技集

团。 

中国电科所属科研院所大多成立于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在成立时按照

国家电子工业布局，有各自明确的专业定位，拥有不同的研究方向、核心技术、

应用领域。各研究院所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经多年技术积累和市

场磨练，已基本形成各自的技术优势和主打产品，在产品类别、行业客户、销售

区域、发展方向等方面均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业务格局。 

关联关系：中国电科持有十四所 100%股权，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关联方名称：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成员单位

共同出资设立，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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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40 亿元，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A 座 16 层。主要

经营业务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

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

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

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和融资租赁业

务。 

关联关系：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电

科的控制。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1、公司与十四所及其控制下的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顺序选

择国家定价、行业定价、市场价、成本价确定双方的关联交易价格；对于双方间

的服务和交易，如果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无国家定价但有行业定价的，

适用行业定价；没有国家定价也无行业定价的，适用市场价；无国家和行业定价，

也无可以参考的市场价的，适用成本价。采取成本价的，以合理的制造成本（含

材料、人工及制造费用分摊），加上合理的利润确定，在不适用成本加成法的情

况下，采用利润分割法定价。对于提供技术服务的，该类服务按照可比非受控价

格法定价原则进行定价，以非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关联交易相同或类似业务活动

所收取的价格定价。 

根据重组安排，十四所承诺国睿防务在业务资质办理过渡期能够通过与十四

所合作开展业务方式进行正常生产经营，不从上述业务资质办理过渡期间国睿防

务业务开展安排中向国睿防务或上市公司收取任何费用，十四所在收到任何实际

属于国睿防务的款项后，将全额支付至国睿防务。 

2、中国电科主要负责对下属企业进行国有股权管理，其自身不直接从事军

品及军民两用技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不干预其控制下各企业的采购、生产和

销售等方面的具体经营活动，因此，公司与中国电科之间并不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与中国电科控制下的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完全是交易各方之间通过

自由市场竞争相互选择的结果，交易价格也是完全的市场价格，一般是投标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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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相互协商定价的结果。 

3、与财务公司发生的利息收入、利息支出及结算费用及其他服务支出，根

据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相关约定执行。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

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同期基准利率。如遇人民银行利

率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可针对存款利率进行重新约定。财务公司向公司发放

贷款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和乙方相关管理办法执行，在签订每笔

贷款合同时，双方依据当时的市场行情进行协商，对贷款执行利率做适当调整，

同时不高于公司同期在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取得的同档次贷款利率。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目前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对 2020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

行本次调整，其中，调增 2020 年度日常关联采购预计金额的主要原因是：重组

完成后国睿防务在资质办理过渡期间与十四所通过合作开展业务的方式进行生

产经营，根据订单执行等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利用十四所采购资质和渠道进行

集采的关联采购规模增加，以及与中国电科下属企业之间开展的关联配套采购规

模增加；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销售金额的原因是：国睿集团的控股股东由十

四所变更为中国电科，公司与国睿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关联销售调整至中国电

科下属其他企业。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为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须，是在平等、

互利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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