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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结

合实际业务开展需要，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内容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拟与关联方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照明”）及其控股子公司、佛山皓徕

特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皓徕特光电”）、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风华高科”）及其控股子公司、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江

环保”）及其控股子公司、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电子研究所”）发

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16,088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采购金额约为

3,937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金额约为 12,000 万元；向关联方提供服务金额约为 21

万元；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服务金额约为 130万元。2020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

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6317.44万元。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2月 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以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

发表了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关联董事王广军先生、黎锦坤先生、程科先生、陈钊

先生依照规定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三）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2021 年 1月 1日-2021 年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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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 材

料 

风华高科

及其控股

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定价 40 2.94 44.58 

小计   40 2.94 44.58 

向关联人

采购固定

资产 

电子研究

所 

购买固定资

产 
市场定价 

 

97 

 

0 

 

0 

小计   97 0 0 

 

向关联方

采购产品 

皓徕特光

电 

采购产品 市场定价 3,800 0 1,325.77 

小计   3,800 0 1,325.77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服务 

东江环保

及其控股

子公司 

接受服务 市场定价 120 0 29.07 

风华芯电 委托代加工 市场定价 10 0 0 

小计   130  29.07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佛山照明

及其控股

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12,000 1,142.49 4,781.02 

小计   12,000 1,142.49 4,781.02 

向关联人

提供服务 

皓徕特光

电 

提供检测服

务 
市场定价 21 0 0 

小计   21 0 0 

合计  16,088 1,145.43 6,180.44 

注：上表中上年发生金额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最终数据将以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为准。 

 



（四） 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2020 年 1月 1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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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华高科 
采购原材

料 
44.58 130 1.19% -65.71% 

巨潮资讯

网《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

预计公告》

（公告编

号

2020-012） 

皓徕特光

电 
采购成品 1,325.78 0 63.96% - 

小计  1,370.36 130 65.15% -65.71%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服务 

东江环保 接受服务 17.07 0 11.84% - 

恒建环保 接受服务 12 0 8.32% - 

小计  29.07 0 20.16% -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佛山照明 销售产品 4,781.02 20,000 1.74% -76.09% 

华晟数据 销售产品 137 137 3.03% 0% 

小计  4,918.02  20,137 4.77% -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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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关联方的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是业务部门基于当时的

业务开展情况、产销计划、市场需求和价格进行评估和测算后的

初步判断，为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但因实际市场情况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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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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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公司在计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前，业务部门基于当

时的市场前景、产销计划、履约能力等对关联交易进行了评估与

测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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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非公司主观

故意所致，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

行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伟 



注册资本: 89523.311100 万人民币 

住所：广东省肇庆市风华路 18 号风华电子工业城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各类型高科技新型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

电子材料、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及计算机网络设备。高新技术转让、咨询服务。经营

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和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按粤外经贸进字［1999］381

号文经营）。经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房

地产开发、经营。 

截止 2020年 9月底，其总资产 84.39 亿元，净资产 60.44亿元，营业收入 29.20 

亿元，净利润 3.47 亿元（以上数据取自风华高科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2）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振晓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南翔二路 10 号 

经营范围：生产：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产品及其配件；销售：电子产品及通

讯设备，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产品及其配套件；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

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 

截止2020年9月底，其总资产33,953,202.54元，净资产25,051,079.32元，营

业收入3,495,998.13元，净利润-41,320.68元。 

（3）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圣辉 

注册资本：139934.615400万人民币 

住所：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64号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电光源产品、电光源设备、电光源配套器件、电

光源原材料、灯具及配件、电工材料、机动车配件、通讯器材、家用电器、智能家

居产品、电器开关、插座、电线、电缆、弱电材料、线槽、线管、LED产品、锂离

子电池及其材料、消防产品、通风及换气设备、给水及排水建筑装饰材料、水暖管

道零件、卫浴洁具及配件、家用厨房电器具、家具、五金工具、五金器材、饮用水



过滤器、空气净化器、装饰品、工艺礼品、日用百货，在国内外市场上销售上述产

品；承接、设计、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亮化景观照明工程；照明电器安装

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及维护；合同能源管理；有关的工程咨询服务。

（涉及行业许可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截止2020年9月底，其总资产 69.46 亿元，净资产52.00亿元，营业收入 25.60

亿元，净利润2.33亿元（以上数据取自佛山照明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4）佛山皓徕特光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自合 

注册资本：1715.80万人民币 

住所：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富湾工业园恒昌路19号J3车间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照明产品、照明设备、照明配套器件及原材料、

交通信号灯、灯具灯饰及配件、机动车配件：承接照明工程；照明工程技术开发、

咨询、服务与项目投资；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截止2020年9月底，其总资产33,953,202.54元，净资产25,051,079.32元，营

业收入3,495,998.13元，净利润-41,320.68元。 

（5）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侃 

注册资本: 87926.71 万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9号东江环保大楼 

经营范围：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执照另行申办）；废水、废气、噪声的治

理；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建设及运营；化工产品的销售（危险品取得经营许可证

后方可经营）；环保材料、环保再生产品、环保设备的生产与购销（生产场所营业

执照另行申办）；环保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推广及应用；兴办实业（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物业

租赁；沼气等生物质发电。 

截止 2020年 9月底，其总资产 102.71亿元，净资产 44.42亿元，营业收入 23.02

亿元，净利润 2.29 亿元（以上数据取自东江环保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6）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杨成胡 

注册资本: 1500 万人民币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61－65 号 

经营范围：通信网络设备及终端产品、智能交通设备、智能制造设备、仪器仪

表、图像处理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

系统集成、智能制造系统工程施工及安装；通信、监控、收费综合系统工程施工及

安装（按本公司有效证书经营）；仪器设备维修及租赁，房屋租赁，停车场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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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9月 30 日，其总资产 12676.59 万元，净资产 8,541.15 万元，

营业收入 3,001.49 万元，净利润 50.24 万元。 

2、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说明。 

经查询，以上关联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佛山皓徕特光电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4、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公司认为其

具备良好的交易信用和履约能力。根据关联方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分析，其向公司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极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单位之间的交易在独立主体、公平合理的原则下进行。交易定价



参考市场公允价格，交易价格前后保持相对稳定（因市场竞争因素导致的价格变动

除外），关联交易的结算方式和付款安排与非关联方一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金额范围内逐步签订购销协议，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在实际交易

中与关联方按日常订单进行采购及销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

需要，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合理的、必要的，有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良性发

展，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相关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 

2、交易的公允性：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因正常供需需要产生的

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定价以市场公允价值为原则，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

制度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及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

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

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客

观需要，遵循交易定价程序合法、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关联董事就此议案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符合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是公

司向客户开展的正常商业交易行为，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实现经济

效益最大化。公司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按照“独立主体、公平合理”的原则进

行的，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

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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