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1-006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参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2021 年

度拟与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维信诺”）、广州国显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国显”）发生总金额为 139,425.59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0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同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2,426.91 万

元。 

公司经 2021 年 1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参股公司 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刘祥伟先生因在此前十二月内曾担任合肥

维信诺和广州国显董事职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2．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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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截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已发生

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

人采购

产品及

其他 

合肥维信诺 
产品采购

及其他 

市场公

允价格 
5,440.50 - 521.17 

广州国显 
产品采购

及其他 

市场公

允价格 
52,544.00 - 2,055.42 

小计 57,984.50 - 2,576.59 

向关联

人出租
合肥维信诺 租赁 

市场公

允价格 
38.03 - 14.6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房产及

设备 
小计 38.03 - 14.67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及

其他 

合肥维信诺 
产品销售

及其他 

市场公

允价格 
48,988.58 992.69 4,557.76 

广州国显 
产品销售

及其他 

市场公

允价格 
29,860.83 52.24 5,076.75 

小计 78,849.41 1,044.93 9,634.51 

委托关

联方加

工及研

发 

广州国显 委托研发 
市场公

允价格 
311.11 - 0 

小计 311.11 - 0 

接受关

联人委

托加工

及研发 

合肥维信诺 
受托加工

及研发 

市场公

允价格 
2,242.54 - 0 

小计 2,242.54 - 0 

合计 139,425.59 1,044.93 12,225.77 

注：上述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金额最终数据以公司审计结果为准。 

3．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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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采购

产品及

其他 

合肥维信诺 
模具

采购 
521.17 0 2.11% - 未披露 

广州国显 
产品

采购 
2,055.42 0 95.26% - 未披露 

小计 2,576.59 0 - - - 

向关联

人出租

房产及

设备 

合肥维信诺 租赁 14.67 5.6 44.93% 162% 

2020年 3

月 24日，

公 告 编

号 ：

2020-021 

小计 14.67 5.6 - - -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合肥维信诺 

产品

销售

及其

他 

4,557.76 17,000 2.10% -73% 

2020年 3

月 24日，

公 告 编

号 ：

2020-021 



 

广州国显 

产品

销售

及其

他 

5,076.75 5,000 2.33% 2% 

2020年 3

月 24日，

公 告 编

号 ：

2020-021 

小计 9,634.51 22,000 - - - 

接受关

联人委

托加工

及研发 

广州国显 

受托

加工

及研

发 

201.14 0 82.63% - 未披露 

小计 201.14 0 - - - 

合计 12,426.91 22,005.6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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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额有较大差异的原因为： 

1．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

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包括：已签署合同预

计可能发生的金额、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

署补充协议的金额，以及尚未签署合同预计

可能签署的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

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

的不确定性，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

在较大差异；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对合肥

维信诺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原预计金额中合

肥维信诺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采购的用于设

备调试的半成品、物料及向公司集采平台采

购的原材料等较原预计范围有所减少。 

2．根据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公司 2020

年度与合肥维信诺发生了金额为 521.17 万元

的模具采购费用；公司及控股公司 2020 年度

与广州国显发生了金额为 2,055.42 万元的产

品采购费用；公司及控股公司 2020 年度与广

州国显发生了金额为 201.14 万元的受托加工

及研发费用。上述交易为临时发生，公司未

在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进行预计，

上述金额未达到公司披露标准，故而未进行

审议披露。 

3．公司及控股公司 2020 年度与广州国显发

生了金额为 5,076.75 万元的产品销售及其他

费用，超出了公司在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中的交易金额，超出金额未达到公司披

露标准，故而未进行单独审议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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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对202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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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独立性产



 

生不利影响，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行为，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行为。 

注： 1、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2、上述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金额最终数据以公司审计结果为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一：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市新站区魏武路与新蚌埠路交口西南角 

法定代表人：李宏卓 

注册资本：2,2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配套元器件、机械设备及零配件，计算

机软件、硬件及辅助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及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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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维信诺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00,000 27.273% 

2 合肥合屏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27.273% 

3 合肥兴融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27.273% 

4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18.181% 

合计 2,200,000 100% 

合肥维信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度（万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1-9 月（万元） 

资产总额 977,169.35 2,797,663.10 

净资产 876,104.16 1,095,103.20 

营业收入 1,009.13 1,677.54 

净利润 -3,671.22 -0.96 



 

注：2019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祥伟先生在此前十二个月内曾

担任合肥维信诺董事职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关联方二：广州国显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 2 号（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区内） 

法定代表人：谯菲菲 

注册资本：56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TFT-LCD、PDP、OLED 等平板显示屏、显示屏材料制造（6 代

及 6 代以下 TFT-LCD 玻璃基板除外）；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

元件及组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产品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

零售；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软件批发；软件零售；软件开发；软件服务；

软件测试服务；软件技术推广服务；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电气设备批发；通

用机械设备零售；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广州国显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州新型显示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19,000 74.821% 

2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7.857% 

3 广州市增城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1,000 7.322% 

合计 560,000 100% 

广州国显的控股股东为广州新型显示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国显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度（万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1-9 月（万元） 

资产总额 74,726.65 152,848.26 

净资产 49,260.73 145,406.07 

营业收入 0 18.76 

净利润 -739.27 -4,654.66 

注：2019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祥伟先生在此前十二个月内曾

担任广州国显董事职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 条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交易对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经营，资产及财务状况总体良好，风险可控，日

常交易能履行合同约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存在潜在影响履约能力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

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要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

易价格作相应调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系日常业务，具体协议要待实际发生时签订，因此交易具体价

格、款项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主要条款在协议签订时方可确定，届时公司将严格按

照合同既定条款履行相关义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合肥维信诺与广州国显分别为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第 6 代柔性 AMOLED 屏

体生产线项目和模组生产线项目的运营主体，截至 2020 年底，两个项目均实现

点亮投产。公司与合肥维信诺、广州国显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经营过程中发

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允的市场交易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公司本期

以及未来的经营成果，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

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与参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

前审查，认为：公司与各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2021 年度生产经营需

要，预计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



 

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易定价原则为

按市场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关于与参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议

案时回避表决，会议决议合法有效。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不会侵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