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032         证券简称：深桑达 A       公告编号：2021-005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公司2021年拟与关联方发生包括关联采购、

关联物业租赁等关联交易。关联人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含下属企

业)、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中电华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桑菲消

费通信有限公司、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中电基础

产品装备有限公司、成都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昆山协多利洁净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彩虹（延安）新能源有限公司、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南京中电熊

猫照明有限公司、深圳市爱华电子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

司、深圳桑达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东中电富嘉

工贸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19,700万元。本次拟进行的日常性关联交

易履行的审议程序：2021年1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提案。关联董事刘桂林、曲惠民、

谢庆华、吴海、徐效臣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江小军、宋晓风、周浪波就该关联

交易事项分别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该提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2021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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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11月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商

品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含下属企业）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商

品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5,000.00 0.91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含下属企业）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5,000.00 317.90 

其中：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1,100.00 207.55 

      中电基础产品装备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600.00 105.30 

向关联人提

供出租物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含下属企业） 

向关联人出

租物业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1,000.00 319.24 

其中：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出

租物业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250.00 153.93 

      中电华大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

租物业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200.00 111.98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

租物业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50.00 35.11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

建设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

租物业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50.00 18.22 

租用关联人

物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含下属企业） 

租用关联人

物业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200.00 119.22 

其中：深圳市中电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租用关联人

物业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100.00 78.42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

司 

租用关联人

物业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30.00 19.80 

      深圳市爱华电子有限公

司 

租用关联人

物业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40.00 21.00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含下属企业） 

向关联人提

供货物运输

代理服务、工

程服务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5,000.00 2,298.74 

其中：彩虹（延安）新能源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货物运输

代理服务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1,200.00 763.14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提

供货物运输

代理服务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1,000.00 1,273.38 

      成都长城开发科技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货物运输

代理服务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250.00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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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11月发

生金额  

      昆山协多利洁净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货物运输

代理服务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150.00 1.27 

      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提

供货物运输

代理服务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100.00 12.96 

      广东中电富嘉工贸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货物运输

代理服务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30.00 4.62 

      深圳桑达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物业管理

等服务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30.00 15.28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含下属企业）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3,500.00 805.67 

其中：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

司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1,500.00 10.60 

      深圳桑达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600.00 549.07 

      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

公司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400.00 246.00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4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1-11月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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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

料、商

品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含下属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 
0.91 5,000 0.06% -100% 

2020年1

月 22日

巨潮资

讯网 

其中：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 
0.11 0 0.01%  

深圳桑达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 
0.80 10 0.05% -92%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含下属企业）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317.90 8,000 0.69% -96% 

其中：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207.55 1,000 0.45% -79%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1.29 300 0.00% -100% 

中电华大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3.31 30 0.01% -89%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0.45 0 0.00%  

中电基础产品装备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105.30 0 0.23%  

向关联

人出租

物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含下属企业） 

向关联人出租

物业 
319.24 1,000 3.50% -68% 

其中：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租

物业 
153.93 200 1.69% -23% 

中电华大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出租

物业 
111.98 200 1.23% -44%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租

物业 
35.11 50 0.39% -30%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租

物业 
18.22 0 0.20% 

 

租用关

联人物

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含下属企业） 

租用关联人物

业 
119.22 200 7.54% -40% 

其中：深圳市中电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租用关联人物

业 
78.42 100 4.96% -22%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租用关联人物

业 
19.80 50 1.25% -60% 

深圳市爱华电子有限公司 
租用关联人物

业 
21.00 0 1.33% 

 

向关联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向关联人提供 2,298.74 10,000 3.24% -77% 



5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1-11月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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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提供

劳务 

公司（含下属企业） 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工程服

务 

其中：彩虹（延安）新能源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 

763.14 500 2.32% 53%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 

1,273.38 2,000 3.88% -36% 

广东中电富嘉工贸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 

4.62 100 0.01% -95% 

深圳迪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工程服务 
14.04 100 0.05% -86%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工程服务 
14.80 2,000 0.05% -99% 

中国电子产业工程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 

0.99 50 0.00% -98%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 

3.32 50 0.01% -93%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 

1.98 10 0.01% -80% 

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 

148.80 10 0.45% 1388% 

其他小计 
 

73.66 - 0.10%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含下属企业）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805.67 3,500 50.93% -77% 

其中：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

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10.60 50 0.67% -79% 

深圳桑达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549.07 800 34.71% -31% 

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246.00 600 15.3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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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1-11月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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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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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是公司、各子

公司及业务部门基于 2020年度的经营计划等对关联

交易进行评估和测算的结果，但因市场与客户要求变

化等影响，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

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

金额；关联交易金额低于预计金额也属于正常的经营

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公司将在 

2020 年度报告中披露 2020年全年的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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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

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战略要求，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虽然实际发生金额因市场需求等客观原

因与原预计金额上限存在差异，但该等差异的出现是

因应市场变化而出现的，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

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注：其他小计主要系向成都长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昆山协多利洁净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彩虹（合肥）

光伏有限公司、深圳桑达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中电华大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中电慧融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

司、南京长江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工程服务、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或者物业管理服务，因金

额较小且数量较多，在此合并列示。 

 

三、主要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芮晓武；注册地址：北京市；注册资本：人民

币 1,848,225.199664 万元：经营范围及主要业务：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

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电子应用产品与应用系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

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

筑工程、通讯工程、水处理工程的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

推广、应用；房地产开发、经营；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

筑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销售；承办展览；房屋修缮业务；咨询服务、技术服

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和销售。 

（2）2019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2,241.59 亿元，净利润为-29.9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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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274.41 亿元，净资产为 1,057.05 亿元。

2020年 1-9月，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689.77 亿元，净利润为-24.77 亿元，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总资产为 3,540.40亿元，净资产为 1,042.65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的规定，中国电子与本公司的交易构

成了关联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央直接管理的

国有独资特大型集团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具

有履约能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不超过 19,700万元。 

2、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进出口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朱以明；注册地址：北京市；注册资本：人

民币 69,421.6 万元；经营范围：进出口业务；承办对外贸易展览展销；招标代

理业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小轿车销售；与以

上业务有关的仓储、包装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汽车零配件的

销售；物业管理、房屋设施的维修、承揽室内装修和装修材料的销售、房屋出租；

保洁服务及保洁材料销售；家用电器维修；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及

外部设备的研制、销售；燃料油、重油产品、通讯设备销售；技术开发；销售文

化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家具、电子产品、建筑材料、机械设备、通

讯设备、服装鞋帽、日用杂货、五金交电、金属制品；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

（不含港澳台地区）（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02 月 22 日）；销售

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 

（2）2019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82.23 亿元、净利润为 10.49 亿元，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13.76 亿元、净资产为 57.22 亿元。2020 年

1-9月，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43.32亿元、净利润为 3.23亿元，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总资产为 221.20 亿元、净资产为 59.85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进出口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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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进出口公司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全国性专业外贸公

司之一，与全世界众多国家、地区建立了广泛的业务合作，在贸易服务集成、海

外工程集成、防务系统集成方面拥有较强实力。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中电进出口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

额为 1,030 万元。 

3、中电华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刘红洲；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资本：人

民币 1,200 万元；经营范围：集成电路、软件产品开发、整机产品的设计、开发、

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与上述产品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以上

均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2019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0万元、净利润为-635万元，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824万元、净资产为 565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华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

履约能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中电华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进行的各类

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00万元。 

4、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菲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张强；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资本：6770

万美元；经营范围：平板电脑及其相关零件的研发、设计和销售，经营寻呼机、

有绳电话、无绳电话、蜂窝式移动电话、电话答录机及其附件、软件、元器件以

及技术咨询服务。从事数字视听产品的开发、销售。消费通信终端和数字视听产

品的元器件产品、零配件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经营照明器具及其附

件；照明器具及其附件的元器件产品、零配件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以

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指标、出口许可证

等专项管理的商品）。生产寻呼机、有绳电话、无绳电话、蜂窝式移动电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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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答录机及其附件、软件、元器件、数字视听产品、照明器具及其附件，平板电

脑及其相关零件的生产。 

（2）2019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53,314 万元，净利润为 2,131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19,041 万元，净资产为-24,103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桑菲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是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桑菲公司为飞利浦手机全球业务运作中心，技术实力

较强，飞利浦品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由冠捷科技收购后对其后续业务发展加

大了支持和投入力度，预计经营趋势会逐步好转，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其具有

相应的履约能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桑菲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50

万元。 

5、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半导体）：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董浩然；注册地址：上海市；注册资本：人

民币 397506.0969 万元；经营范围：集成电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销售，电子元

器件、微电子器件及其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软件信息系统、计算机软硬件、

计算机应用系统、电子设备与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经营。 

（2）2019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36.04 亿元，净利润为 3.34 亿元，截

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为 161.30亿元，净资产为 101.27亿元。2020年

1-9 月，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21.66 亿元，净利润为-2,213.35 万元，截至 2020

年 9月 30日，总资产为 161.52亿元，净资产为 98.60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华大半导体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是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华大半导体为国内集成电路设计知名企业，在智能卡

及安全芯片、智能卡应用、模拟电路、新型显示等领域占有较大的份额，财务状

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华大半导体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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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6、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开发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于化荣；注册地址：东莞市；注册资本：人

民币 80,000 万元；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经营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其外部

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仪器仪表及零部件、元器件、接插件和原材料，生产、经

营家用商品电脑及电子玩具；金融计算机软件模型的制作和设计、精密模具技术、

节能型自动化机电产品和智能自动化控制系统办公自动化设备、激光仪器、光电

产品及金卡系统、光通讯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和安装工程；商用机器、

机顶盒、表计类产品、网络多媒体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金融

终端设备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售后服务及系统集成；半导体

封装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制造、销售；医疗电子产品研发、设计、制造、检测、

销售和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家用电器、汽车电子、新能源和物联网

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自有物业租赁；航空电子设备、无人机驾驶航

空器、无线电数据传输系统、摄影设备、电子产品及其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 

（2）2019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63.64 亿元，净利润为 3,231 万元，截

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为 44.88亿元，净资产为 9.81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东莞开发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东莞开发公司在移动通讯终端产品制造方面具有较强

实力，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东莞开发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400

万元。 

7、中电基础产品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基础装备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陈滨；注册地址：北京市；注册资本：人民

币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承包电子系统工程及配套设施、电子工程成套设备；

电子基础工程的设计及论证；电子元器件、工艺设备、仪器仪表、通用电子器材、

工模具、通讯产品及装备、电子器材、家用电器、办公自动化设备、化工原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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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室内防静电系列产品及其零部件、配件的开发和销

售；进出口业务；工程专业承包；与主营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汽车

销售、汽车零部件销售；仓储、装饰、装修；日用百货、针纺织品的销售；物业

管理；停车场的经营；焦炭、煤炭的销售（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

运活动）；销售燃料油；销售木材、五金交电、软件及辅助设备、医疗器械Ⅰ类、

医疗器械Ⅱ类；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销售食品；工程勘察设计。 

（2）2019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99,660 万元，净利润为 3,985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87,045 万元，净资产为 56,984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基础装备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

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基础装备公司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中电基础装备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 600万元。 

8、成都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长城开发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陈朱江；注册地址：成都市；注册资本：人

民币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电表、水表、气表、通讯设备

及模块（不含无线广播电视发射及地面卫星接收设备）、集中器、采集器、电力

线信号检测设备；软件开发；电子产品研发、设计、制造、检测、销售和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贸易经纪与代理（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2）2019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61,844 万元，净利润为 29,927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104,598 亿元，净资产为 59,462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成都长城开发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

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成都长城开发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

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成都长城开发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 2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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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昆山协多利洁净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协多利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张少梅；注册地址：苏州市；注册资本：人

民币 10,100 万元；经营范围：钢制和铝制隔间、天花板、无尘室设备、防火门、

蜂巢纸芯等新型装修材料、金属制品、照明灯具的设计、生产、安装；销售自产

产品；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

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

营、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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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9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36,709 万元，净利润为 3,04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33,554 万元，净资产为 19,148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昆山协多利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昆山协多利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

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昆山协多利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50万元。 

10、彩虹（延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延安)新能源）：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仝小飞；注册地址：延安市；注册资本：人

民币 30,000 万元；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玻璃、钢化玻璃 、镀膜玻璃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太阳能电站建设、运营；太阳能电池芯片、太阳能电池组件及配套

产品以及硅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相关业务和储能电池、逆变

器、家用智能电网等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太阳能光伏玻璃上游石英砂

加工、深加工；光伏发电项目物资采购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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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9年，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420.63万元，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86,311.86 万元，净资产为 35,604.27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彩虹（延安）新能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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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彩虹（延安）新能源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彩虹（延安）新能源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

额为 1,200 万元。 

11、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光伏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仝小飞；注册地址：合肥市；注册资本：人

民币 115,000 万元；经营范围：新能源产业及太阳能发电项目的投资与开发；太

阳能光伏发电站工程的建设、运营管理及工程承包；电能生产及销售；电力购销；

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电力咨询；综合能源服务项目；国家允许经营的电力

相关业务；太阳能电力工程技术咨询及建设管理；光伏玻璃、平板玻璃、工程玻

璃、精细玻璃、钢化玻璃、结构陶瓷、硅材料、光伏组件、镀膜玻璃的生产、制

造、研发、销售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光伏发电项目物资采购及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除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厂房、机械设备、土地租赁。 

（2）2019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24,902 万元，净利润为 5,517 万元，截

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为 274,886万元，净资产为 87,621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彩虹光伏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彩虹光伏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司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彩虹光伏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00

万元。 

12、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中电熊猫照明）：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王俊毅；注册地址：南京市；注册资本：人

民币 15，672 万元；经营范围：电光源产品及材料的制造、销售；照明电器及

材料的制造、销售；灯具、灯杆及配件的制造、销售；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动

力工程的设计、安装及技术服务；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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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电子产品的制造、销售；电子元器件的制造、销售；电真空器件的制造、

销售；电子玻璃、光源玻璃及包装材料的制造、销售；金属零部件、机械产品加

工、模具制品的制造、销售；LED照明及器材的制造、销售；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及技术服务；太阳能科技研发；太阳能组件制造、销

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设计、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材料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材料和技术除外)。 

（2）2019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48,851 万元，净利润为-5 万元，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39,960万元，净资产为 5,301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南京中电熊猫照明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

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南京中电熊猫照明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

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南京中电熊猫照明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 2,600 万元。 

13、深圳市爱华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华电子）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李昱宏；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资本：人民

币 4,530.6 万元：经营范围及主要业务：计算机系统工程的技术开发；计算机网

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脑应用软件、微机及外部设备、通信设备的购销及其

它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自有物业管理；本公司及所属企业的自产产品、自用生产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及

零配件的进出口业务；家用电器的购销。 

（2）2019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0,021 万元，净利润为 35,687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273,267 万元，净资产为 171,062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爱华电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是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爱华电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财务状况良

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爱华电子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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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14、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系统四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万铜良；注册地址：石家庄市；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125 万元；经营范围：建设工程的总承包、专业承包、设计、施工、

咨询；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压力管道设计、安装；压力容器设计、安装；

电磁屏蔽设备研制；电磁屏蔽设备及材料销售；工程技术研发、技术转让及咨询

服务；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

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稀贵金属、国家专控除外）、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卫生洁具、电气设备、电线电缆、制冷设备、仪器仪表的

销售；餐饮服务；停车场经营；汽车租赁。 

（2）2019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12.17 亿元，净利润为 4.15 亿元，截

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为 69.38亿元，净资产为 12.42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系统四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系统四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

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中电系统四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50万元。 

15、深圳桑达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达物业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杨胜平；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资本：人

民币 1,000 万元；经营范围：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园林绿化工程（凭资质

证书经营）；机电设备、供配电设备、给排水设备、停车场管理系统、空调设备、

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楼宇对讲系统的上门安装、维修；房地产经纪。机动

车停放服务；电梯维修；泳池经营。 

（2）2019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8,887 万元，净利润为 454 万元，截

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为 6,646万元，净资产为 2,378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桑达物业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6 

 

 

（4）履约能力分析：桑达物业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财务状

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桑达物业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630

万元。 

16、深圳市中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物业）：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王仲；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资本：人民

币 1,020 万元；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及其业务咨询；园林绿化工程；环境保洁服

务；楼宇机电设备上门维护；房地产经纪；自有物业租赁；日用百货的销售、国

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楼宇设备设施、建筑智能化、物联网科

技、建筑节能产品的技术开发及相关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数

据库管理；计算机系统分析；信息技术服务；停车场经营与管理；餐饮服务。 

（2）2019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8,267 万元，净利润为 191 万元，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8,345万元，净资产为 1,671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物业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物业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司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中电物业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00 万

元。 

17、广东中电富嘉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富嘉工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刘镇西；注册地址：广州市；注册资本：人

民币 467 万元；经营范围：修理、销售、研发及生产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不含

广播电视发射设备、接收设施）；电器机械及器材、五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百货、农副产品（不含许可经营项目）、纺织原料及产品、塑料、橡胶、

皮革、纸制品、建筑材料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经济信息

咨询服务；汽车销售；软件开发及销售；建筑工程、装饰工程、环保工程、建筑

设计、室内外装饰设计、规划设计、工程施工与设计、机电安装工程、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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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房屋出租、房屋设施的维修。 

（2）2019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4,729 万元，净利润为 435 万元，截

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为 19,845万元，净资产为 4,699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富嘉工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富嘉工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司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中电富嘉工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30

万元。 

四、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框架协议的主要作用：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并履行

具体业务的基础，与每一个具体的业务构成完整的合同。 

2、定价政策：交易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定价。 

3、货款支付和结算方式：付款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

惯例确定。 

4、违约责任：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订单要求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任何

一方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将由过错方承担相应的损失并负赔偿责任。 

5、争议解决：如有纠纷，交易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时，可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 

6、协议生效条件：本框架协议须经交易双方各自履行其内部相应的审批程

序并经各自相关方的批准。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1、以上关联交易均属于本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是公司

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的持续稳定，提升市场竞争力。

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 

2、本公司之子公司桑达无线公司与关联方东莞开发公司之间在业务上有上、

下游关系，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业务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3、本公司之子公司捷达运输公司为关联方中电进出口公司、中电熊猫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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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企业及中国电子其他下属企业提供货物仓储物流服务，以及本公司之子公司桑

达设备公司向中国电子下属企业提供工程服务，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业务资源，

发挥公司专业优势。该类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4、本公司委托关联方桑达物业公司管理公司物业，引入专业化的管理团队

和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高管理效率，提升物业档次，有助于提升物业经营效益。 

5、本公司向关联方华大科技、桑菲公司及中国电子其他下属企业出租物业，

能充分利用公司物业及配套设施，为公司及股东创造效益。 

6、以上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7、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1年度将与中国电子(含下属企业)各关

联企业进行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可以确保公司的整体

经济效益。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的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相关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依据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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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