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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7              证券简称：光韵达             公告编号：2021-032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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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因日常经营需要，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

司2021年度拟与关联方深圳协同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同创新控股”）、

深圳协同创新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同创新高科技”）、深圳兆迪睿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迪睿诚”）、深圳光韵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韵达通讯”,曾用名深圳菠萝三维网络有限公司）及上述单位的下属企业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6,900万元。 

2021年4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关联董事

侯若洪先生、姚彩虹女士、张宇锋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2021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该议案的关联股东

侯若洪先生、姚彩虹女士将放弃在股东大会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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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协同创新高科技 采购原材料及配件等 市场价 300  

光韵达通讯 采购材料等 市场价 600  

小计   900  

向关联人采
购设备及技

术服务 

协同创新高科技 采购设备及技术服务等 市场价 3,000  

光韵达通讯 采购设备及技术服务等 市场价 600  

小计   3,600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协同创新高科技 销售产品和设备 市场价 1,500 361.82 

光韵达通讯 销售产品 市场价 600 1.13 

小计   2,100 3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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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方购

入、租入、租

出房产 

兆迪睿诚 房屋租赁(租入) 市场价 10 7.98 

协同创新控股 房屋租赁(租入) 市场价 220 215.78 

光韵达通讯 房屋租赁(租出) 市场价 70 68.3 

小计   300 292.06 

合计   6,900 655.01 

  注：表中数据为含税金额 

（三）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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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光韵达增

材制造研究院 

采购原材料及

配件等 
- 200  100% 

2020年
4 月 9

日 
巨潮资

讯网 

协同创新控股 
采购原材料及

配件等 
- 300  100% 

光韵达通讯 采购材料等 - 100  100% 

小计  600  100% 

向关联
人采购

设备及
技术服

务 

深圳市光韵达增

材制造研究院 

采购技术服务

等 
- 500  100% 

协同创新控股 
采购设备及技
术服务等 

- 800  100% 

小计  1,300  100% 

向关联
人 

销售产

品、商
品 

协同创新高科技 
销售产品和设

备 
361.82 500 0.41% 27.64% 

光韵达通讯 销售产品 1.13 100  98.87% 

小计  362.95 600  39.51% 

向关联
方 

租入、

租出房
产 

兆迪睿诚 
房屋租赁(租

入) 
7.98 50 0.5% 84.03% 

协同创新控股 
房屋租赁(租

入) 
215.78 400 13.56% 46.06% 

光韵达通讯 
房屋租赁(租

出) 
68.3 0 3.61% - 

小计  292.06 450  35.10% 

合计 655.01 2,950  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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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国际国内市场复杂多变，为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公司根据
市场变化及实际需求而减少向关联方采购设备、原材料等，是正常

的企业经营行为，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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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及实际需求而减少设备、商品的采购，是正常的
企业经营行为，符合客观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公司

2020 年度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
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 

注：表中数据为含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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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人：深圳协同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协同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MLRF1T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姚彩虹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和平社区兰金四路19号华瀚科技工业园3号厂房

304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企业管理咨询、投资顾问、商务咨询、创业投资、实业

投资、投资信息咨询、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设备租赁、物业管
理、房屋租赁、技术信息咨询及服务、技术成果转让及培训、企业孵化器

管理、展览展示策划及会展服务、3D打印技术及产品、3D打印设备、三维

打印应用平台及软件平台的研发。 

主要股东 
深圳兆迪睿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0%、深圳市敦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30%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协同创新控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侯若洪先生、姚彩虹女士间

接控制的公司，且姚彩虹女士担任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7.2.3的规定，协同创新控股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 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20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11,025,066.41元、净利润-8,551,462.59元，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23,934,451.75元，净资产-8,789,833.84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人：深圳协同创新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协同创新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P0508E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姚彩虹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和平社区兰金四路19号华瀚科技工业园3号厂房

304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企业管理咨询、投资顾问、商务咨询、创业投资、实业

投资、投资信息咨询、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房屋租
赁、设备租赁、技术信息咨询及服务、技术成果转让及培训、企业孵化器

管理、展览展示策划及会展服务、3D打印技术及产品、3D打印设计、材料、

设备、工艺、软件、三维打印服务和应用平台及软件平台的研发及销售。
国内贸易。 

主要股东 深圳协同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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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协同创新高科技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姚彩虹女士间接控制的
公司，且姚彩虹女士担任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7.2.3的规定，协同创新高科技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 该主体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20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32,290.21元、净利润-1,928,934.64
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0,879,742.44元，净资产-2,041,177.22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人：深圳兆迪睿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兆迪睿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980380X2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侯若洪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科苑路清华信息港综合楼707 

经营范围 

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

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咨询(不
含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

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集基金管理业
务) 

主要股东 侯若洪持股100%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兆迪睿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侯若洪先生全资的公司，公司董
事张宇锋先生任兆迪睿诚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7.2.3的规定，兆迪睿诚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 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20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431,240.46元，截止2020

年12月31日，总资产80,665,780.72元，净资产64,534,699.86元。（以上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关联人：深圳光韵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光韵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菠萝三维网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290278Q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侯若洪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松坪山新东路1号清华信息港综合楼3

楼312-1 

经营范围 
智能工厂软硬件解决方案设计；非标自动化设备、测试类设备、激光加工

测试设备、3D打印设备、软件的技术开发、销售与租赁；电子测试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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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自动化设备、电子设备及配件的设计与销售；激光三维电路成型产
品、激光快速成型产品、三维打印产品、精密激光模板、精密金属零件、

陶瓷元器件、复合材料零件及相关电子装联产品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电子测试夹

具、模具、自动化设备、电子设备及配件的加工装配；提供激光切割、激
光钻孔、激光焊接、激光表面处理；激光三维电路成型产品、激光快速成

型产品、三维打印产品、精密激光模板、精密金属零件、陶瓷元器件、复
合材料零件及相关电子装联产品的生产。 

主要股东 深圳兆迪睿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80%、本公司持股20%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光韵达通讯的控股股东为兆迪睿诚，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侯若
洪先生间接控制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7.2.3的规定，光韵达通讯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 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20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1,875.03元、净利润-1,654,181.14元，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215,459.55元，净资产440,506.69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市场交易价格并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交易

价格。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本次交易也不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付款条件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预计在今后生产经营中，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但公司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相关审议程序与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正常的生产经

营所需，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和成本加成

的原则协商定价、公平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

会同意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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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公司关联方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是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属

于正常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定价

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未超过全年预计金额，在实际经

营过程中，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及业务需求而减少设备、商品的采购，是基于经营需要做

出的调整，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经营所做的预计，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关联交易事项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原则进行，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1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光韵达上述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光韵达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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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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