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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03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编号：临 2021–015  

债券代码：143546        债券简称：18 福日 01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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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预计2021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系公司正常的经营业务，系公司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开展，遵循了市场公

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且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5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关联董事卞志航先生、李震先生、林家迟先生、林伟杰先生已回避

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届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情况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开展持续、正常的生产经营所必须的经济行为，交易价格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相关合同或协议内容真实、合法、

有效；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借款

及担保，系必要时缓解公司现金流紧张、银行融资难的压力，对公司推进发展战

略，实现可持续发展有较大帮助；公司向间接控股股东支付资金占用费符合市场

定价原则，不存在向间接控股股东输送利益，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

决的义务，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对该交易情况发表了书面意见，认为公司 2021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且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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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定价公允，因此 2021 年关联交易

预计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同意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预

计金额 

2020年发生金

额(未经审计)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采购

产品、

商品 

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0 41,869.37 2020年市场普遍缺核心套片

导致出货量未及预期,实际交

易量小于预计数。 
福建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 70,000.00 36,728.46 

福建福日电子配件有限公司 5.00 0.00  

福建兆元光电有限公司 6,000.00 2,437.34  

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 38,000.00 24,082.87 主要系其玻璃产能不足。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0.00 主要系其玻璃产能不足。 

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 2,866.33  

小   计 215,005.00 107,984.37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福建闽东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15.00 14.73  

三禾电器（福建）有限公司 14.00 11.25  

福建兆元光电有限公司 620.00 54.45  

福建省应急通信运营有限公司 90.00 0.00  

福建省星云大数据应用服务有

限公司 
100.00 0.00 

 

福建省数字福建云计算运营有

限公司 
260.00 0.00 

 

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 6,549.61  

小  计 9,099.00 6,630.05  

向关联

人收取

租金 

福建福顺微电子有限公司 15.00 12.00  

小计 15.00 12.00 
 

向关联 福建省和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00.00 3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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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预

计金额 

2020年发生金

额(未经审计)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人支付

租金 

福建省信安商业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185.00 80.33 

 

福建省菲格园区开发管理有限

公司 
715.00 0.00 

 

福建福日电子配件有限公司 6.00 0.00  

小  计 1,306.00 400.06  

向关联

人借款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30,000.00 15,000.00 

主要系日常生产经营产生的

临时资金需求减少所致。 

小计 130,000.00 15,000.00  

向关联

人申请

担保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0.00 70,000.00 

主要系日常生产经营产生的

临时资金需求减少所致。 

小计 100,000.00 70,000.00  

 合  计 455,425.00 200,026.48  

 

（三）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未经审计) 

2020年实

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

联人

采购

产

品、

商品 

江西合力泰科技有

限公司 
50,000.00 21.93 2,779.70 41,869.37 18.36 

预计将比上年加大采

购额。 

福建合力泰科技有

限公司 
75,000.00 32.89 6,276.97 36,728.46 16.11 

预计将比上年加大采

购额。 

福建兆元光电有限

公司 
8,000.00 3.51 366.72 2,437.34 1.07 

预计增加供货品种，

加大采购量。 

福建华佳彩有限公

司、福建省联标国

际发展有限公司 

60,000.00 26.32 8,510.76 24,082.87 10.56 

预计将比上年加大采

购额。 

科立视材料科技有 5,000.00 2.19 975.14 2,866.33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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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未经审计) 

2020年实

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限公司 

深圳市天汇金源贸

易有限公司 
30,000.00 13.16 0.00 0.00 0.00 

预计新增采购。 

小   计 228,000.00 100.00 18,909.29 228,000.00 100.00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

品、

商品 

福建闽东电机制造

有限公司 
15.00 0.07 0.00 14.73 0.07 

 

三禾电器（福建）

有限公司 
12.00 0.06 0.00 11.25 0.06 

 

福建兆元光电有限

公司 
60.00 0.30 8.76 54.45 0.27 

 

江西合力泰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00 49.78 1,769.82 6,549.61 32.61 

 

福建合力泰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00 49.78 0.00 0.00 0.00 

预计新增交易。 

小  计 20,087.00 100.00 1,778.58 20,087.00 100.00  

向关

联人

收取

租金 

福建福顺微电子有

限公司 
15.00 100.00 0.00 12 100.00 

 

小计 15.00 100.00 0.00 12 100.00 
 

向关

联人

支付

租金 

福建省和格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300.00 26.91 46.12 319.74 79.92 

 

福建省信安商业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8.97 19.31 80.33 20.08 

 

福建省菲格园区开

发管理有限公司 
715.00 64.13 0.00 0.00 0.00 

 

小  计 1,115.00 100.00 65.43 400.07 100.00  

向 关

联 人

中方国际融资租赁

（深圳）有限公司 
30,000.00 100.00 0.00 0.00 0.00 

预计新增对其融资租

赁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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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未经审计) 

2020年实

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融 资

租赁 
小 计 30,000.00 100.00 0.00 0.00 0.00 

 

向关

联人

借款 

福建省电子信息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30,000.00 100.00 0.00 15,000.00 100.00 

预计可能发生日常生

产经营的临时资金需

求增加。 

小计 130,000.00 100.00 0.00 15,000.00 100.00  

向关

联人

申请

担保 

福建省电子信息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0.00 100.00 0.00 70,000.00 100.00 

预计可能发生日常生

产经营的临时资金需

求增加。 

小计 100,000.00 100.00 0.00 70,000.00 100.00  

 合  计 509,217.00 / 20,753.30 333,487.07 /  

公司预计 2021 年需要向信息集团申请借款额度为 13 亿元，申请担保额度为

10 亿元（以上借款或担保对象均包含本公司及旗下所属公司），上述额度在 2021

年度内可滚动使用，有效期以单笔合同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开福 

注册资本：140096.73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型平板显示器件、触摸屏、摄像头及其周边衍生产品（含模块、

主板、方案、背光、外壳、连接器、充电系统、电声、电池、电子元器件）、智

能控制系统产品、智能穿戴设备、家电控制设备及配件、指纹识别模组、盖板玻

璃、工业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等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研发和以上相关业务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服务、

清洁服务；国内外贸易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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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二）福建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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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型平板显示器件、触摸屏、摄像头及其周边衍生产品（含模块、

主板、方案、背光、外壳、连接器、充电系统、电声、电池、电子元器件）、智

能控制系统产品、智能穿戴设备、家电控制设备及配件、指纹识别模组、盖板玻

璃、工业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等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研发和以上相关业务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服务、

清洁服务；国内外贸易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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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三）福建兆元光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震东 

注册资本：1437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发光效率 140lm/W 以上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发光效率 140lm/W以

上发光二极管外延片（蓝光）、发光效率 140lm/W 以上且功率 200mW 以上白色发

光管制造；发光效率 140lm/W 以下（含）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发光效率 140lm/W

以下（含）发光二极管外延片（蓝光）、发光效率 140lm/W以下（含）且功率 200mW

以下（含）白色发光管及其他波段二极管、外延片、白色发光管、LED 芯片的研

发、制造、封装及应用产品的研发、生产；LED衬底、LED外延片、LED 芯片、LED

封装、LED 模组、LED 产品和设备的生产制造、批发零售及委托代理加工；进出

口贸易；石磨盘制造经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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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四）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俊 

注册资本：9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薄膜晶体管、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彩色滤光片玻璃基

板、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3D 显示等新型平板显示器件与零部件、电子器件、

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外围设备的制造生产、研发、设计、进出口销售、维修及售

后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生产设备的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光电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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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本公司生产产品的同类商品和相关商品的批发及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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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货物运输与货物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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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五）福建省联标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连占记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新型电子元器件、高密度印刷线路板、柔性线

路板、电子平板显示器；电子产品信息咨询；批发兼零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

通讯设备、计算机硬件及配件、家用电器、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五金交电、

化妆品、日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室

内装饰材料、纺织品、饲料；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供应链管理业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六）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建容 

注册资本：39708.7万美元 

经营范围：其他未列明的电子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平板

玻璃制造；计算机零部件制造；制镜及类似品加工；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

衡器制造；照相机及器材制造；计算器及货币专用设备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

制造；其他未列明的应用电视设备及广播电视设备制造；电子真空器件制造；光

电子器件制造；其他未列明的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实验分析仪器制造；

电子测量仪器制造；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其他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其他金属

及金属矿批发；建材批发；其他未列明的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其

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国际贸易代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服务；其他贸易

经纪与代理服务；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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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七）深圳市天汇金源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佳威 

注册资本：22400 万人民币 



 8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企业形象策划；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

含网络信息服务、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其它限制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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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八）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宿利南 

注册资本：763869.977374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产权(股权)经营；对网络产品、软

件与电子信息服务、通信、广播电视视听、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电子基础

原料和元器件、家用电器、光学产品、电子测量仪器仪表、机械加工及专用设备、

交通电子等产品及电子行业以外产品的投资、控股、参股。对物业、酒店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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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间接控股股东 

（九）福建闽东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韩 

注册资本：19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动机、发电机、发电机组、水泵、工业泵制造销售；电机电器

技术开发。(未取得前置审批项目的批准文件、证件，不得从事该项目的生产经

营)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十）三禾电器（福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秋铃 

注册资本：8777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动机、发电机、发电机组、变压器、开关、水泵制

造、销售；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除外）；

其他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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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十一）福建福顺微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耿辉 

注册资本：14101.08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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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各种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芯片的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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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十二）福建省和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信健 

注册资本：55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

经营；物业管理；对金融业、教育业、餐饮业的投资；灯具、装饰物品、文具用

品、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家具、矿产品、

建材、化肥（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燃料油、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仪表仪器、服装、

鞋帽、箱包、玩具、塑料制品、纺织品、初级农产品、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网

上贸易代理；国际贸易代理服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对外贸易；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文化活动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

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正餐服务；快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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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十三）福建省信安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孔武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商业管理；物业管理；房产租赁；房屋维修；建筑装饰材料、初

级农产品、海产品、瓶（桶）装饮用水及饮水机、日用百货的销售（含网上销售）；

餐饮服务及管理；广告代理、广告制作；软件平面设计制作；装修工程施工与设

计；停车场管理；家政服务；绿化养护；水电安装及维修；电子产品研发、销售；

网络开发与服务、维护；通讯器材、通讯设备、办公设备、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消防器材、机电设备、通信产品、五金交电、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金属及金

属矿的批发兼零售；烟草制品零售；对金融业、建筑业、商务服务业、文化媒体

业、商业的投资；商品信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十四）福建省菲格园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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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5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业园区开发管理；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建筑设计及施工；建筑

装饰设计及施工；电气安装；工程管理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工程勘察设计；

企业资产管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会计、审计及代

办纳税服务；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工程招标代理、政府采购代理、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服务及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十五）中方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佳威 

注册资本：30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非

银行融资类）。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同受间接控股股东控制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由于向间接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借款而

产生关联交易，双方将以市场融资成本为基础，协商确定资金占用费率，占用费

按实际借款金额和借款天数计算，分别签订短期借款合同。 

其他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间接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借款及

担保，系必要时缓解本公司现金流紧张，为主营业务发展提供短期的融资渠道，

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遵守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也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对关联方不存

在依赖性。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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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